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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6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编号：2022-029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租赁办公场地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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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糖酒”）租赁其拥有的本市普陀区宁夏路 777 号海棠大厦 11 楼北区用于公

司办公，租赁期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年 4 月 30 日，年租金 874,321

元，总金额共计 1,165,761.33元。上海糖酒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人回避事宜： 

在关联方上海糖酒任职的三名董事回避未参与本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充分利用集团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

交易金额未超过 3,000 万元，且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与上海糖酒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继续向上海糖

酒租赁海棠大厦 9、10 楼和 11 楼南区用于公司总部及下属销售分公司办公，该

租赁标的 9、10 楼每层建筑面积 1403 平方米，11 楼南区建筑面积 57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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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383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 年，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止。年租金 3,580,906 元，2 年共计 7,161,812 元。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增加租赁 11 楼北区用于

办公，建筑面积 826 平方米，租赁日期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年租金 874,321 元，

总金额共计 1,165,761.33 元。上海糖酒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

额未超过 3000 万元，且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

此本议案无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到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累计租金为 3,275,528.8 元，未超过 3000

万元，且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本公司根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本公司于 12 月 21 日与上海糖

酒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糖酒是一家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大型国有商业企业集团，注册资本

55,4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陆骏飞。目前，上海糖酒已形成以糖业、酒业、特色零

售为核心主业的产业格局。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糖酒总资产为

4,355,450.12 万元，总负债 2,313,466.8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361,546.07 万元（经审计）。2021 年营业收入 2,632,134.40 万元，归属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 111,158.49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上海糖酒总资产为 4,049,668.59 万元，总负债

1,981,571.0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426,360.40 万元（未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为 1,363,878.29 万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5,810.90

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公告日，上海糖酒持有本公司股份 233,352,33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88%，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糖酒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租赁标的位于本市普陀区宁夏路 777 号海棠大厦内，该房产归上海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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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所有，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涉及该项房地产的诉讼、

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本次租赁 11 楼北区建筑面积 826 平

方米，用途为办公。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租赁标的 

上海糖酒将出租给本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 777 号海棠大厦 11 楼北

区，建筑面积 826 平方米。房屋用途为办公。 

2、租赁期限 

该房屋租赁期限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止。 

3、续租 

租赁期限届满后上海糖酒不再继续出租的，应于租期届满前 2 个月书面通

知本公司，本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及时返还该房屋土地。本公司如需继续承租的，

应于租赁期届满 3 个月前，向上海糖酒提出续租书面要求，上海糖酒同意续租

的，双方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上海糖酒将根据届时的市场情况对续租合同的租金

等条款进行调整。如双方在租赁期届满前一个月内未能签订续租合同的，则视为

双方未达成续租合意，上海糖酒有权将该房屋土地出租/出售给第三方，本合同

将在租赁期届满时自行终止，本公司应在租赁期届满之日前根据本合同约定将该

房屋土地返还给上海糖酒。 

4、租赁价格 

该房屋租赁价格为 218,580.25 元/季度，874,321 元/年。除双方另行约定外，

以上租金均为包含增值税的含税租金。 

5、支付方式 

租金每 3 个月支付一次，除第一期租金外，本公司须于每三个月开始前的 7

日内向上海糖酒支付该房屋土地当季度租金，每次支付人民币 218,580.25 元。逾

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则本公司应按应付租金的 0.2%向上海糖酒支付违约金。 

本公司应于本合同签署后七天内，向上海糖酒支付第一期租金，即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租金，共计 218,580.25 元。 

6、定价依据 

当事人双方根据市场租赁价格，经协商确认该房屋的租赁价格。 

7、租赁房屋土地的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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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海糖酒同意本公司续租外，本公司应在本合同的租期届满时返还该房

屋土地。本公司未经上海糖酒书面同意逾期返还该房屋土地的，每逾期一日，应

按日租金的 2 倍向上海糖酒支付房屋土地使用费。 

8、主要违约责任 

（1）租赁期间，非本合同约定的情况，上海糖酒提前解除本合同、提前收

回该房屋土地的，应按提前收回天数的租金的 0.5 倍向本公司支付违约金，但最

多不超过三个月的租金。若违约金不足抵付本公司损失的，上海糖酒还应补足本

公司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2）租赁期间，非本合同约定的情况，本公司中途擅自退租的，应按提前

退租天数的租金的 0.5 倍向上海糖酒支付违约金，但最多不超过三个月的租金。

若违约金不足抵付上海糖酒损失的，本公司还应补足其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9、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本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集约化管理，提高部门工作协同效率，同时租用集团

房产有利于集团内部资源共享，进一步降低管理成本。本次关联交易以市场租赁

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对本关联交易议案进

行了审议。根据《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在董事

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并不参与表决，其所代表的一票表决权不计入

有效表决总数，因此，在关联方上海糖酒任职的三名董事吴杰先生、邓春山先生、

崔澦女士回避，未参与本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经审议，同意票占有效表决票总

数的 100%。独立董事在会前出具了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意见，会上

亦均投了同意票并出具了 [金枫酒业独立董事意见（2022）第 12 号]，主要内容

为： 

1、本次租赁交易有利于集团内部资源共享，强化公司集约化管理，提高工

作效率； 

2、本次租赁价格参照了当地市场价格，符合公平的市场原则，未存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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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本次租赁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在关联方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

司任职的三名董事回避并未参与该议案的表决。因此该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董事除外）事先审核了本关联交易议案，并出

具了书面意见，认为：本次租赁价格以当地市场价格为依据，符合公平原则，未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