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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

要，2021 年度拟与关联方上海欣融食品原料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北京申欣融食

品配料有限公司、广州捷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悦欣融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盛欣融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融食品及其子公司”）、浙江顶亨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顶亨”）、U Foods（India） Private Limited 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2,149 万元（不含税）。公司 2020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总金额为 1,232.66 万元（不含税）。 

2、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

事黄海晓先生、黄海瑚先生回避表决，公司应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4 名，此项

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计划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

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

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欣融食品

及其子公

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1,404 403.86 995.11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浙江顶亨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200 2.88 8.67 

委托关联人

加工 

U Foods 

India Pvt. 

Ltd. 

委托加工 市场价格 80 0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欣融食品

及其子公

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45 67.14 211.83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浙江顶亨 
销售商品、提

供咨询服务 
市场价格 100 0 0.34 

关联租赁 欣融食品 房产出租 市场价格 20 5.57 16.71 

注：以上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的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欣融食品及

其子公司 
采购原材料 1,303.8 995.11 3.66% -23.7% 

-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浙江顶亨 采购原材料 6.51 8.67 0.03% 33.18%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欣融食品及

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 316.35 211.83 0.37% -33%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浙江顶亨 

销售商品、

提供咨询服

务 

14.94 0.34 0.01% -97.7% 

- 

关联租赁 欣融食品 房产出租 18 16.71 100% -7.2%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需求和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

金额预计，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确定，具有较

大的不确定性，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

原因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及子公司经营需

求就可能发生交易的上限金额测算的，实际发生金额按照双方的具

体执行进度确定，具有不确定性，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

具有合理性。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注：以上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上海欣融食品原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海晓 

注册资本：15,020.2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斗路 688 号 E 幢 

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品）的批发、进

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食品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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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欣融食品原料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34,934.57 万元、净资产为 30,346.79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46,107.68 万元，净利润 3,687.39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欣融食品原料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黄海晓先生控制并担

任董事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海欣融

食品原料有限公司是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上海欣融食品原料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 

（二）北京申欣融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海晓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2 号 15 层 1519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添加剂、机械设备、新鲜水果、新鲜蔬菜、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五金交电、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工艺品、

日用品、厨房用具、家具、花、草及观赏植物、饲料、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汽

车零配件、医疗器械（限Ⅰ类）、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策划；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家庭劳务服务；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

冻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5 月 30 日）。（“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申欣融食品配料有限公

司总资产为 4,111.60 万元、净资产为 2,903.24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8,934.55 万元，净利润 981.12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申欣融食品配料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黄海晓先生控制并

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海欣

融食品原料有限公司是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上海欣融食品原料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 

（三）广州捷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海波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 232 号 2209，2210，2211，2212（仅

限办公） 

经营范围：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塑料

制品批发；食品添加剂批发；石油制品批发（成品油、危险化学品除外）；茶叶

作物及饮料作物批发；橡胶制品批发；食品添加剂零售；非酒精饮料、茶叶批发；

乳制品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乳制品批发；非酒精饮料及茶

叶零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广州捷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3,543.74 万元、净资产为 2,857.91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15,180.16 万元，净利润 568.59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捷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黄海晓先生控制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广州捷洋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是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广州捷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 

（四）郑州悦欣融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海波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和光街 10 号 F 楼 3 层 05 号

A49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食品添加剂、预包装食品、乳制品；食品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郑州悦欣融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总资产为 500.91 万元、净资产为 499.44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70.97

万元，净利润-3.71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郑州悦欣融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黄海晓先生控制的

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郑州悦欣融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郑州悦欣融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

约能力。 

（五）成都盛欣融食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海波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 133 号 3 栋 4 楼 402 号 

经营范围：食品经营；贸易代理；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技术咨询；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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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成都盛欣融食品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 568.42 万元、净资产为 477.51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331.23

万元，净利润-24.57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成都盛欣融食品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黄海晓先生控制的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成都盛欣融食品有限公司

是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成都盛欣融食品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

力。 

（六）浙江顶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海波 

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临安市青山湖街道鹤亭街 388 号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食品经营（具体经营范围以有效许可证件为准）；植

物生物技术研发、食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食品添加剂；货物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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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顶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5,638.56 万元、净资产为 5,274.28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4,161.60 万元，净利润 229.63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浙江顶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黄海晓先生控制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浙江顶亨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是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浙江顶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 

（七）U Foods（India） Private Limited 

1、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金海凯、陈道怀 

注册资本：400,000,000.00 印度卢比 

注册地址：442, EPIP, HSIIDC, Kundli,Sonepat - 131028,Haryana, INDIA 

主营业务：果冻类食品生产和销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U Foods（India） Private Limited

总资产为 2,671.69 万元、净资产为 454.67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311.62

万元，净利润-540.17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U Foods（India） Private Limited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黄海晓先生控制

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U Foods（India） 

Private Limited 是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 U Foods（India） Private Limited 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

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向

上述关联人采购原材料、销售产品、商品及租赁房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关联交易签署情况 

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根据公司的日常经营情况与

上述关联方根据实际情况签署相应协议并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对公司

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

为依据，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对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董事会审

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1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需要及正常业务，符合公司实际情况。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2021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和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1 年度拟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需要及正常业务，符合公司实际情况。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形。2021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海融科技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明确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

价公允。该等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综上，保荐机构对海融科技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5、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