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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购

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上证公函【2022】2545 号。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认真落实监管

工作函的要求，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就该工作监管函所关注

的事项及时向上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进行书面回复，现将有关回复内容披露如

下： 

一、 公告显示，标的公司无主营业务及营业收入，大量资产未入账管理，

现有资产账面价值 403.24 万元，评估值 2,808.75 万元，增值率 596.55%。其中，

房屋建筑物均无法办理产权证，无法进行转让和出售。 

（1） 结合标的资产建造成本及市场可比交易价格，说明交易标的评估值

的合理性； 

回复： 

标的公司资产为生态园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使用权资产以及林木，其中最

主要资产为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占比超过 80%。对于同类型房屋建筑物的建造

成本及市场可比交易价格情况，具体如下： 

1）房屋建筑物建造成本情况 

本次标的公司的房屋建筑物共计 11 项，主要用途为住宅、餐厅、仓库等。

建成时间约为 2014 年 12 月，由于标的公司财务不规范，导致账面价值不全。通

过查询数据，目前长沙市造价行业协会对于各种类型工程的造价最低控制成本如

下： 



房屋建筑工程建安造价最低控制指标 

工程类别 结构形式 单方造价 

住宅 

多

层 

砖混结构 不低于 900 元/平方米 

框架结构 不低于 1,200 元/平方米 

别墅 不低于 1,800 元/平方米 

小高层、高层 不低于 1,700 元/平方米 

通过查询同类型房屋建筑物建造成本数据，土建部分造价约为 1,500-2,000

元/平方米，同类型普通装修部分成本约为 1,000-1,500 元/平方米，精装装修成本

约为 2,000 元/平方米左右。综合考虑后建造成本情况如下： 

一般建造成本 

单位：元/平方米 

别墅 普通住宅 

土建部分 装修及安装部分 综合造价 土建部分 装修及安装部分 综合造价 

1,500-2,000 2,000 3,500-4,000 1,200-1,500 1,500 2,700-3,000 

2）房屋建筑物的重置成本情况 

企业的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为企业自行建造，主要用于经营及自住用房，且

无产权，该同类型房屋建筑物无法查询公开交易市场价格。本次根据标的资产的

实际情况，通过重置成本法评估其市场价值。 

重置成本法，是指首先估测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已

存在的各种贬值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市场价值

的评估方法。 

重置成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①建安工程造价 

根据相关施工图纸及对建筑物进行实地勘查测量，结合建筑物实际情况对其

进行分析、计算各分部工程的工程量，依据建筑工程预算定额、费用定额及材料

价差调整文件，采用重编预算法对典型建筑物测算工程造价，并加计施工建设过

程中必须发生的设备、物资、资金等方面的消耗，按照资产所在地区及国家有关

部门关于建筑物建造取费标准计算、确定典型建筑物的工程综合造价，以此对同

类资产采用类比法，比较、确定其他各建筑物的相异点对工程综合造价的影响系

数，由此确定其他各建筑物的工程综合造价。 



②前期费用及其它费用 

建设工程前期费用参考国家规定，结合建设工程所在地实际情况，根据企业

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确定。以建安工程造价为计算基础，本次评估计取标准如下： 

前期费用及其它费用计算表 

序

号  
取费项目 取费基础 

计取标准 

建安造价%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总造价×费率 1.35% 

2 勘察设计费 建安总造价×费率 3.46% 

3 工程监理计费 建安总造价×费率 2.60% 

4 招投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总造价×费率 0.50% 

5 环境评价费 建安总造价×费率 0.24% 

合计 8.15% 

③资金成本的确定 

资金成本是指房屋建造过程中所耗用资金的利息或机会成本。贷款利率按评

估基准日适用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确定，

并结合委估资产建设规模，确定合理的建设工期，建造期资金按照均匀投入计算。 

资金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含税)＋前期及其他费用(含税)]×贷款利率×合理

建设工期×1/2。 

产权持有人固定资产规模较大，本次合理工期取 1 年。 

经上述评估，别墅的房屋建筑物的重置成本为 3,466-3,964 元/平方米；一般

的房屋建筑物的重置成本为 2,700-2,960 元/平方米。通过评估后的重置成本与同

类型房屋建筑物的建造成本基本上比较接近。具体如下： 

评估重置成本情况 

单位：元/平方米 

类别 土建部分 装修及安装部分 前期费用及其他 资金成本 重置成本 

别墅 1,636 1,500-1,966 260-292 65-70 3,460-3,964 

普通住宅 1,515 1,000-1,180 200-220 50-65 2,700-2,960 

从上述表格数据和目前同类型房屋建筑物的建造成本进行对比，差异较小，

基本上符合目前实际建安造价成本。 

3）房屋建筑物市场价格 

通过上述评估其房屋建筑物的重置成本后，根据房屋建筑物实际情况考虑成

新率后得出房屋建筑物的市场价值。 



评估值=重置成本 x成新率 

通过计算后，房屋建筑物的折合市场价值的单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平方米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类型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重置成

本单价 

成新

率% 
市场单价 

1 后门别墅 钢混 2014 年 12月 595.12 3,947.78 88.00 3,474.04 

2 三栋左 钢混 2014 年 12月 378.00 3,907.14 86.00 3,360.14 

3 三栋中 钢混 2014 年 12月 525.00 3,868.57 86.00 3,326.97 

4 三栋右 钢混 2014 年 12月 369.60 3,906.93 86.00 3,359.96 

5 三栋后面杂屋 砖混 2014 年 12月 36.38 2,957.67 85.00 2,514.02 

6 餐厅旁 砖混 2014 年 12月 130.20 2,872.50 85.00 2,441.63 

7 餐厅 砖混 2014 年 12月 1,236.20 2,905.76 85.00 2,469.90 

8 两栋房子右 钢混 2014 年 12月 456.44 3,562.17 88.00 3,134.71 

9 两栋房子左 钢混 2014 年 12月 297.00 3,598.65 88.00 3,166.81 

10 杂屋 砖混 2014 年 12月 96.00 2,720.83 76.00 2,067.83  

11 仓库 砖混 2014 年 12月 134.20 2,748.14 52.00 1,429.03 

根据上述表格，别墅类型房屋建筑物评估单价在 3,100-3,500 元/平方米，普

通住宅类型房屋建筑物评估单价在 2,000-2,500 元/平方米。目前长沙县别墅价格

均价超过 10,000 元/平方米，住宅价格均价也超过 8,000 元/平方米，考虑到其可

正常流通交易，故标的资产评估单价低于市场可比交易价格。通过对标的资产实

际情况分析，结合目前重置成本及周边市场情况，此次标的资产评估价格具有合

理性。 

（2） 结合市场同类型资产的租赁价格，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回复： 

1）同类型资产租赁价格 

基于市场调研数据，2022 年 6 月长沙市区（含望城、长沙县、浏阳、宁乡市

区）7 类房屋中，写字楼租赁成交价在 50 元/平方米-70 元/平方米之间波动，而

商业用房租赁成交价高于其他类房屋价格，成交价在 140 元/平方米-210 元/平方

米之间波动，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一：2022 年 6 月长沙市各类房屋租赁价格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信房地产信息网，智研咨询整理 

标的公司位于长沙县安沙镇，距离长沙县主城区约 10 公里。根据公司后续

院士工作站承接及人才培养基地规划，预计需实验室、大中型教室、会议接待室、

参观区、办公区合计约 4,000 平米。分别按照最低写字楼和商业用房租赁价格测

算，每年租赁成本在 240 万元/年-672 万元/年之间。 

2）标的资产购买使用成本 

标的资产主要为实物资产，资产所占用土地为租赁，租赁面积共计 306 亩，

承租期限至 2053 年底，剩余年限 31.5 年。其中责任山（旱土）租金已全部支付，

耕地（水田）租金支付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水库、山塘租金支付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基准日土地租金计算，每年仍需支付土地租金约 16 万元，至 2053

年需支付租金共计 496 万元。 

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2,808.75 万元，加上未来需支付的租金 496 万元，合

计 3,304.75 万元。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山庄面积 306 亩，剩余使用

年限 31.5 年，标的资产使用成本为 104 万元/年。综上测算对比，购买资产长期

使用成本相较于租赁房产更具成本优势。随着公司业务和规模增长，原有租赁办

公楼使用较为紧张，公司近年来一直在积极寻找长期的人才培养基地，同时考虑

到院士工作站落地，标的公司资产与后续工作站承接工作、人才培训的诉求较为

匹配。 



此外标的公司距离公司、机场、高铁均在车程 1 小时以内，适宜组织公司全

国性培训。相较于该地区其他同类型资产，本标的土地面积及房屋建筑物面积较

大，有一定稀缺性，利于公司使用。 

若采用租赁方式，如租让方违约或者提前解除租赁协议，存在前期相关投入

资产减值风险。且随着长沙城市扩张，可能面临租金上涨等弊端。 

因此，相较于租赁，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有利于建设周期优化和成

本节约，有其必要性。 

（3） 审慎评估标的公司无主营业务、财务处理不规范、资产瑕疵等事项

的风险，说明公司在标的存在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仍高溢价进行收购的原因，并制

定切实可行的风险应对方案。 

回复： 

交易前，公司审慎进行了财务和法务尽职调查，针对标的公司无主营业务、

财务处理不规范、资产瑕疵等风险如实进行了披露。 

其中标的公司固定资产中的构筑物、建筑物等，无法单独办理产权证而导致

无法单独出售，相关固定资产不存在抵押及质押情况。未来可能存在受国家政策

影响导致标的公司资产部分房屋因无产权证受到有关部门处罚或强制拆除的风

险。根据公司考察取证，标的公司已办理自建房屋相关的报建手续，该部分自建

房屋被有关部门处罚或强制拆除的可能性较低。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部分房

屋主要用于院士工作站的后续承接工作及落地企业文化和人才培训基地。如果由

于标的公司就该部分房屋因权属问题导致拆除或无法使用，存在公司需要对地上

建筑物进行重新建设的风险。 

基于以上风险识别与评估，高溢价收购主要系部分前期建设和维护投入未入

账所致，交易金额与实际评估的公允价值接近。考虑交易必要性及金额重要性水

平，对于以上风险已经充分知悉并确认在我公司承受范围之内。 

综上，随着后续交易进一步推进，公司拟从内控、法务、财务等方面对标的

公司进行全面提升及规范。并入上市公司前，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沟通和披露，

并进行审计，根据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确认相关资产，确保符合上市公司的合

规要求。 

若以上措施未来仍无法避免部分建筑物无法使用或被拆除，公司需进行重复



建设，由此带来的相关支出和损失需由上市公司承担，但综合评估本次交易价格

及建设院士工作站及人才培训基地的实际需求，公司认为购买该项资产的风险收

益在合理范围之内。 

二、 公告显示，公司关联自然人于 2022年 8月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增资入

股，认缴资本 11.11 万元，认缴股份 3.33%。 

（1） 补充披露关联自然人取得标的公司股权的价格、是否已完成交易对

价的支付，核实同期新增自然人股东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

安排； 

回复： 

公司关联自然人陈轩于 2022 年 8 月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增资入股，占标的公

司股权 3.33%。陈轩实际取得标的公司上述股权价格为 156 万元，其中：增资款

11.11 万元，补偿款 144.89 万元，对应标的公司整体价格为 4,680 万元。 

增资款各方约定处理完毕标的公司遗留事项且确定公司发展方向后实缴，至

2022 年 10 月 7 日止增资款未实缴；同时承诺，在我方交易完成十个工作日内可

实缴到位。补偿款 144.89 万元已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及 2022 年 8 月 11 日分两

笔支付给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指定账户。 

同期新增的自然人股东罗鲲、叶伟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聚成企业发展合伙企

业（以下简称“上海聚成”）的合伙人之一，其中罗鲲在上海聚成的股权比例为

9.30%，通过上海聚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9,344,8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

叶伟在上海聚成的股权比例为 3.22%，通过上海聚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6,695,7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实际取得价格与陈轩一致，

且款项支付进度一致，无潜在利益安排。 

（2） 说明公司在关联方入股后短期内购买标的公司股权的主要考虑，并

核实关联方入股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资金来源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

况。 

回复： 

公司一直致力于院士工作站的引进及落地，并于 2021 年元月启动企业文化、

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开始在长沙周边寻找相关承载的土地或园区。2022 年

单杨院士工作站落户公司，企业文化、人才培训基地项目落地迫在眉睫。 



标的公司新增自然人股东罗鲲、叶伟、陈轩于 2022 年 8 月完成对标的公司

的增资入股，同时将标的公司推荐给了公司，公司进行了详细的尽职调查及论证

工作，认为： 

标的公司系一家于 2009 年 3 月 25 日在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农业科技，旅游开发及咨询；农产品开发及销售；苗

木、果蔬种植及销售。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3.33 万元，注册地址：长沙县安沙镇

和平村涂鸦湾组。标的公司自成立后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因处于

持续优化过程中，园区内各项设施尚未对外运营，故该标的物状态较好，与公司

文化基地项目要求高度匹配。购入标的投入资金量适中，公司购买后能立即使用，

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项目建设周期，并节约项目建设成本，能够兼顾公司落地院士

工作站、建设文化基地的时间进度要求和成本考量。 

标的公司新增自然人股东入股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资金来源于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三、 请公司全面梳理与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

联交易、资金和业务往来情况，以及公司近年来对外投资的资金流向情况，充分

评估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向市场充分揭示风险。 

回复： 

（1）与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资金和

业务往来情况 

公司近三年的关联交易均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

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参照公司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编号 2020-009、

2020-024、2021-019、2021-075、2021-092、2022-025、2022-047、2022-065）。 

公司关联方中，长沙彩云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彩云”）因公司

前任高管/监事于 2021 年 9 月担任长沙彩云监事构成关联关系。长沙彩云近三年

的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时间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2020 0 0 

2021 19,000 14,445.37 

2022（1-6 月） 30,000 6,752.63 

除长沙彩云外，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及其关联方之间未



发生关联交易。亦不存在与上述关联方之间有资金和业务往来等情况。 

（2）公司近年来对外投资的资金流向情况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具体投资项目的资金投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被投企业 投资领域 

截止

2022.6.30 投

资金额（万

元） 

持股比例 

1 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18,908.24 16.92% 

2 
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16,800.00 24.17% 

3 江苏卤江南食品有限公司 卤制品赛道 15,200.00 15.20% 

4 幺麻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13,000.00 13.68% 

5 长沙市拿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卤制品赛道 12,500.00 10.00% 

6 江苏满贯食品有限公司 卤制品赛道 6,250.00 41.67% 

7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5,000.00 3.78% 

8 深圳市幸福商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1,500.00 3.22% 

9 北京快行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1,000.00 6.46% 

10 福建淳百味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1,000.00 10.00% 

11 江苏美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960.00 10.90% 

12 长沙颜家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卤制品赛道 950.00 21.11% 

13 江西阿南物流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900.00 20.00% 

14 鲜生活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485.21 0.10% 

15 深圳市餐北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300.00 1.50% 

16 福州舞爪食品有限公司 卤制品赛道 100.00 8.46% 

17 武汉食和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100.00 4.00% 

18 江西鲜配物流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66.67 6.67% 

19 
湖南金箍棒私募股权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卤制品赛道 44,116.00 66.08% 

20 
四川成都新津肆壹伍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卤制品、调味品、

轻餐饮、产业链上

下游赛道 

40,200.00 53.62% 

21 
湖南肆壹伍私募股权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卤制品、调味品、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29,700.00 65.35% 

22 
广州绝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卤制品、轻餐饮、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20,000.00 65.57% 

23 
广州绝了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轻餐饮赛道 14,000.00 49.50% 



24 
宁波番茄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轻餐饮、产业链上

下游赛道 
4,950.00 87.61% 

25 
湖南重熙累盛私募股权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卤制品赛道 2,800.00 77.35% 

26 
广州绝了小龙虾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轻餐饮赛道 1,975.00 79.00% 

27 
宁波番茄肆号私募股权基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调味品、轻餐饮、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1,000.00 33.33%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投资项目的资金中股权投资基金投入详情如下所示： 

序号 投资主体 被投企业 投资领域 

1 

广州绝了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颜家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卤制品赛道 

2 无锡恩多寿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3 长沙市香他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4 
湖南绿叶水果有限公司（曾用名：长沙

市绿叶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5 
澳煜（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曾用

名：澳煜（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6 上海斌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7 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8 浏阳市蒸浏记蒸菜文化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9 北京很久以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10 福州市秘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11 上海楠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12 武汉白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13 
天津七惑和他的朋友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轻餐饮赛道 

14 杭州慕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15 深圳市幸福商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16 

宁波番茄叁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龙井市丰茂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17 青岛干净么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18 天津祥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19 上海楠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20 味可拓（天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21 广州市秋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22 深圳市君业至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23 北京龙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24 北京炙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25 

宁波番茄肆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王家渡食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26 湖南佳元禄食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27 上海孔匠餐饮设备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28 上海永塾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29 北京霸蛮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30 深圳亚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31 

湖南肆壹伍私募股权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 

郑州雪麦龙食品香料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32 
幺麻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四

川洪雅县幺麻子食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33 广州市仟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34 广汉市迈德乐食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35 长沙彩云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36 
桂林三养胶麦生态食疗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调味品赛道 

37 长沙市拿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卤制品赛道 

38 成都万数光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39 
湖南重熙累盛私募股权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市拿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卤制品赛道 

40 
湖南金箍棒私募股权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鼓钟钦钦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卤制品赛道 

41 

四川成都新津肆壹伍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湖南彭记坊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42 江苏卤江南食品有限公司 卤制品赛道 

43 四川书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44 四川老坛子食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赛道 

45 
桂林三养胶麦生态食疗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调味品赛道 

46 广东红餐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下游赛道 

47 恩喜村（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48 

广州绝了小龙虾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蛙来哒（广东）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49 广州绝了二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湖北派乐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50 蛙来哒（广东）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轻餐饮赛道 

以上投资项目分两种方式核算，一类为以权益法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另一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详情如下所示： 

序号 被投企业：计入长期股权投资 

1 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 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 江苏卤江南食品有限公司 

4 幺麻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 长沙市拿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6 江苏满贯食品有限公司 

7 深圳市幸福商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北京快行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9 福建淳百味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10 江苏美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11 长沙颜家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12 江西阿南物流有限公司 

13 鲜生活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14 福州舞爪食品有限公司 

15 江西鲜配物流有限公司 

16 湖南金箍棒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7 四川成都新津肆壹伍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 湖南肆壹伍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9 广州绝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广州绝了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 宁波番茄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 湖南重熙累盛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3 广州绝了小龙虾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 宁波番茄肆号私募股权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期末余额合计 233,092.62万元  

序号 被投企业：计入金融资产 

1 武汉食和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 深圳市餐北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期末余额合计 19,024.98 万元  

（以上期末余额均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本年度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详情如下所示： 

序号 合营或联营企业名称 
与本企业关

系 

关联交易内

容 

本年度截止

2022.6.30 发

生额（万元） 

1 
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联营企业 采购原材料 2,980.04  

2 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1,242.91  

3 福州舞爪食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提供劳务 54.92  

4 幺麻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采购原材料 56.03  

5 江西鲜配物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接受劳务 11,113.22  

提供劳务 17.96  

6 江苏卤江南食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1,752.36  

提供劳务 0.83  

7 鲜生活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提供劳务 1,111.45  

8 深圳市幸福商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提供劳务 19.72  

9 福建淳百味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提供劳务 6.86  

10 长沙市拿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413.33  

提供劳务 402.44  

11 长沙彩云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详见三、（1） 采购原材料 6,752.63 

合计 25,924.70 



以上关联企业除长沙彩云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外，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控人

及上市公司董监高形成的关联关系、其他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公司对外投资的

信息披露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充分履行了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对外投资重点围绕卤味、特色味型调味品、轻餐饮等与公司核心战略密

切相关的产业赛道进行投资，探索布局公司未来“第二、第三增长曲线”，最终实

现“构建美食生态”的目标。 

综上所述，公司的关联交易、与关联方的资金业务往来以及对外投资严格遵

循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同

时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充分且有效，并充分揭示且提示了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