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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财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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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贷款对象：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和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5,000万元和 4,000 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分别自借款协议生效起 6个月和 2个月 

 贷款利率：年利率 4.35%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林”或“本公司”）为满

足控股子公司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食肉品”）和全资子公司

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牛饲料”）的流动资金需要，拟通过光明

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分别向上述

两家子公司提供临时借款 5,000万元和 4,000 万元，用于短期流动资金周转，借

款年利率 4.35%，借款期限分别为自借款协议生效起 6个月和 2个月（具体日期

以协议约定为准）。 

此次流动资金借款通过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的方式提供，财务公司为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故本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 

经上海梅林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由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其他关联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成员企业”）提供存款、贷款、结算及经中国银行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详见 2018 年 12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上海梅林关于与光明

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0）。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内，公司与财

务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已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在上述《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12月 29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539 号嘉里中心办公楼二座 33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亿元 

经营范围：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1）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2）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3）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4）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5）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

托贷款；（6）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7）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

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8）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9）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10）从事同业拆借；（11）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77,299.42 万元，

净资产为 156,575.05 万元，总负债为 1,920,724.37 万元；截止 2019 年 03 月

31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930,348.66万元，总负债为 1,637,610.53万元，

净资产为 292,738.13 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光明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财务公司为光明集团控股子公司，故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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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委托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通过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分别向苏食肉品和鼎牛饲料两家子

公司提供临时借款 5,000万元和 4,000万元，用于短期流动资金周转，借款年利

率 4.35%，借款期限分别为自借款协议生效起 6个月和 2个月（具体日期以协议

约定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 14,000万元（含本次），无逾期

金额。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4月 18日  

公司住所：江苏省南京市浦东北路 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亿元  

主要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初级农产品的销售，制冷、肉类

加工设备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维修、纸及纸制品、塑料制品、普通机械的销

售、家禽、水产品养殖、植物种植，仓储，肉类禽类的进出口业务；烟酒零售；

道路货物运输。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苏食肉品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4,089.15 万元，总

负债为 23,162.20 万元，净资产为 50,926.9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1.26%；截

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苏食肉品总资产为 74,568.43 万元，总负债

22,321.18万元，净资产为 52,247.2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9.93%。 

截止公告日，上海梅林持有苏食肉品 60%股份，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食集团”）持有苏食肉品 40%股份。 

2、公司名称：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闸北区万荣路 379号 10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 

主要经营范围：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包装材料、日用百货、化工产品、木制

品、金属材料、针纺织品、体育用品、实验室设备、建筑材料、家电、机械设备

及配件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 

截止 2018年 12 月 31日，鼎牛饲料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3,391万元，总负债



为 27,676 万元，净资产为 15,71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3.8%；截止 2019 年 0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4,211 万元，总负债为 28,441 万元，净资产为

15,77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4.33%。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持有鼎牛饲料 100%的股份。 

（三）担保情况  

苏食集团已为此次苏食肉品 5,000万元的借款出具担保函，同意对上述借款

中的 40%（人民币 2,000 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2 年 8月 21日  

公司住所：南京市草场门大街 11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  

主要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房屋及场地租赁，仓储

服务，服装洗染，会议及展览服务，日用百货销售，生化制药仪器设备研究，生

化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谷物种植，畜禽、水产养殖，人才培训（不含国家统一

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商务信息咨询。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苏食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9,111.84 万元，总

负债为 26,641.46 万元，净资产为 52,470.3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3.68%；截

止 2019年 03月 31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82,627万元，总负债为 31,634万元，

净资产为 50,99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8.29%。 

四、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梅林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26日以书面或电子邮

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梅林关于通过财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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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

联董事在表决中回避表决； 

两项议案均以：赞成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获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就上述交易事项向董事会提交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本次通过财

务公司为两家子公司苏食肉品和鼎牛饲料提供委托贷款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

公司经营实际所做出的合理决策。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吴通红先

生、朱继宏先生、朱邹菊女士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会上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通过财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事项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

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朱继宏先生、朱邹菊女士已回避表决，会议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会议决议有效，独立董事同意该等关联交易事项。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中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

和相关投资。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