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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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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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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7 日，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关联董事张力、程远芸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

意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

需回避表决。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主要是向关联人采购猪肉、牛肉、调辅料等，向关联

人销售公司产品、商品等。2022 年，公司（含下属子公司）预计向伊藤忠（青

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藤忠青岛”）销售商品金额不超过 4,000 万元，预

计采购商品金额不超过 2,500 万元；公司（含下属公司）预计向成都璞悦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璞悦”）销售商品金额不超过 6,000 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2 年预

计金额 

2021 年

1-11 月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伊藤忠（青岛）有限公司 

猪肉、牛肉、调辅料

等 

市场定价 2,500 712.08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伊藤忠（青岛）有限公司 

冷鲜肉、冷冻肉、熟

食等 

市场定价 4,000 1,620.75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成都璞悦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冷鲜肉、冷冻肉、熟

食等 

市场定价 6,000 101.69 

注：“2021 年 1-11 月发生金额”为初步统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2021年1-11

月发生金额 

2021 年

1-11 月

预计金

额 

 实际发

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

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伊藤忠（青

岛）有限公

司 

猪肉、牛肉、

调辅料等 
712.08 

2，

291.67 
- -68.93 2021 年 1 

月 21 日巨

潮资讯《关

于 2021 年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公告》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伊藤忠（青

岛）有限公

司 

冷鲜肉、冷冻

肉、熟食等 
1,620.75 

2，

291.67 
- -29.28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成都璞悦酒

店管理有限

公司 

冷鲜肉、冷冻

肉、熟食等 
101.6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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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1月，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

金额。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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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展进行的初步判断，较难实现准确

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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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

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

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注：1、2021 年同类业务发生额目前尚未有统计结果，故“实际发生额占同类业务比例（%）”未有计算结

果； 

2、“2021 年 1-11 月预计金额”为 2021 年度预计金额/12*11 计算得出。 

二、关联人介绍 

1、各关联人基本情况介绍 

关联人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地 

伊藤忠(青

岛)有限公司 

食品经营（依据食药监部门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从事经营）；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 危险化学

品（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等。 

美元 150

万 

池 添

洋一 

山东青岛市保

税港区莫斯科

路 40 号办公楼

307 房间（A） 

成都璞悦酒

店管理有限

公司 

酒店管理；健身服务；会议服务；汽车租赁；住宿；

餐饮服务；茶座等。 

人 民 币

1000 万

元 

林波 

四川省成都市

天府新区华阳

街道华府大道 1

段 1 号 

 

2、与关联人之间关联关系及主要财务指标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伊

藤忠青岛是其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伊藤忠(青岛)总资产为 11,778 万元，净资产为 7,858 万元，2021 年 1-11 月净利

润为 1,013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成都璞悦与公司受同一方控制，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成都璞悦总资产为 1,947.23 万元，净资产为-781.31

万元，2021 年 1-11 月净利润为 101.8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稳定，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对向公司支付

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较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及依据 

公司与各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坚持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关

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实际交易中的定价惯

例，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采购与销售价格均以市场价格确定，

且不偏离第三方价格，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伊藤忠青岛签署《基本买卖合同》，约定公司向伊藤忠青岛采购猪肉、

牛肉、调辅料等，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与成都璞悦未签署相关协议，具体交易将根据订单发生，交易价款将根

据具体交易订单实际数量计算和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及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正

常经营需要：采购调辅料、猪产品可充分利用伊藤忠青岛的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

等各项便利条件；销售商品有助于冷鲜肉、冷冻肉、熟食等业务的全面拓展，能

有效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业务协同性。 

2、公司与各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坚持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

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实际交易中的定价

惯例，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采购与销售价格均以市场价格确

定，且不偏离第三方价格，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较低，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公司独立

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事

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公司本次预计的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价

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审议议

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公司与关联人

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的预计，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本次关联交易所涉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中信证券认为，本次交易遵循双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信证券对公司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

意见； 

3、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