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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6             证券简称：*ST 人乐              公告编号：2019-082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解决部分全资子公司对母公司内部资金欠款长期挂账的历史问题，改善子

公司资产结构，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人人乐”）、重庆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人人乐”）、成都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人人乐”）、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人人乐”）

进行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资全资子公司事项概述  

1、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对全资子公司深圳人人乐、重庆人人乐、成都人人乐、

长沙人人乐进行增资，各子公司增资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增资前） 增资金额 注册资本（增资后） 

深圳人人乐 5,000 125,000 130,000 

重庆人人乐 2,000 20,000 22,000 

成都人人乐 3,000 29,000 32,000 

长沙人人乐 1,000 32,000. 33,000 

合计 - 206,000 - 

2、2019年12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本次增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3、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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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对上述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方式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或公司股权出资。上述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

下： 

（一）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2757269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申朝阳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21日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荔湾社区前海路0070号泛海城市广场B1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农副产品的购销及其它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对商场进行管理。以下项

目由分支机构经营:日用百货、办公用品、五金家电、通讯器材、电子产品、工

艺美术品、金银饰品、珠宝、眼镜、针织品、纺织品、卷烟、酒类、茶叶、肉制

品、音像制品、图书、报刊的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

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特殊食品销售(含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

配方乳粉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糕点类食

品(含裱花类糕点)的制售;鞋类维修、物业管理、商铺租赁管理、照相。,许可经

营项目是: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 增资前 
增资金额

（万元） 
增资后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25,000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5,000 100% 130,000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3,475.74 130,476.32 

负债总额 207,034.42 172,1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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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43,558.69 -41,716.36 

项目  2019 年 1-11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5,874.37 181,187.67 

营业利润 -2,222.14 1,494.47 

净利润 -1,842.33 -992.69 

 

（二）重庆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765908846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宋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8月20日 

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正街7号 

经营范围：零售:卷烟、雪茄烟;餐饮服务(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

从事经营);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

装熟食)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均

按许可证核准的事项及期限从事经营);音像制品零售;书刊零售(按许可证核准

的事项及期限从事经营);收购农副产品(不含国家专控产品);销售:计生用品、百

货、文体用品、办公用品、工艺美术品、金银饰品、珠宝、五金、交电、通讯设

备(不含无线电发射及地面接收装置)、仪器仪表、摄影器材、建筑材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器及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

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场地租赁;普通货

运(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

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 增资前 
增资金额

（万元） 
增资后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20,000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2,000 100% 22,000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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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72.01 7,932.73 

负债总额 23,643.07 22,175.43 

净资产 -15,371.06 -14,242,70 

项目  2019 年 1-11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151.78 16,656.12 

营业利润 -1,144.00 -1,119.46 

净利润 -1,128.36 -1,015.26 

 

（三）成都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46417996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洪都喜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3月10日 

住所：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2号 

经营范围：销售:百货、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

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装饰材料、电气机械、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不含无线

电发射设备)、工艺美术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文物、古董)、医疗器械一类及

二类中无需许可和审批的合法项目;蔬菜、果品、蛋;农副产品收购(不含粮、棉、

油、麻、蚕茧);餐饮服务;零售:滋补药材;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

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热食

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

售,卷烟、雪茄烟,图书、期刊、音像制品;柜台、场地租赁;普通货运。(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 增资前 
增资金额

（万元） 
增资后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29,000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3,000 100% 32,000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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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705.00 38,970.18 

负债总额 50,365.44 50,973.76 

净资产 -15,660.44 -12,003.58 

项目  2019 年 1-11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770.83 68,405.31 

营业利润 -3,849.92 -2,743.89 

净利润 -3,656.86 -2,595.43 

 

（四）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680317238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洪都喜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10月9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银盆南路292号社区服务大楼6楼6028

室 

经营范围：连锁企业管理;中型餐饮;谷物仓储;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

品);停车场运营管理;专业停车场服务;场地租赁;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

(冷藏保鲜);农产品配送;厨具、设备、餐具及日用器皿百货零售服务;快餐服务;

小吃服务;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含凉菜);超级市场、烟草制品、豆

制品、日用百货、中药材、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纺织、服装及

日用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进口酒类、糕点、面包、熟食的零售;保健食品、农产品的销售;熟食品、糕点、

面包的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 增资前 
增资金额

（万元） 
增资后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32,000.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000 100% 33,000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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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552.41 30,424.31 

负债总额 43,445.87 34,034.17 

净资产 -5,893.46 -3,609.86 

项目  2019 年 1-11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174.95 39,236.71 

营业利润 -2,242.04 -1,681.96 

净利润 -2,283.60 -1,406.03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目的在于解决部分全资子公司对母公司内部资金欠款长期挂

账的历史问题。由于公司对上述全资子公司自成立以来注册资本金投入不足，其

营运资金主要依赖于对母公司的内部资金欠款，且因无力偿还而长期挂账，形成

对母公司长期大额累计负债。 

本次增资，有利于厘清母子公司之间长期资金往来挂账的历史问题，改善其

资产结构。增资后上述子公司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改变，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增资的风险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不存在交易风险，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增资事

项尚需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2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