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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提供借款及实缴注册资本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及实缴注册资本，专项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议案》以及《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吉

好”）提供借款以及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重庆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南侨”）实缴注册资本的具体相关事宜。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98号），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6,352.941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16.98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78,729,415.76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87,452,143.9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991,277,271.83元。公司于2021年5月12

日收到本次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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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 年5月13日出具的《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100640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全

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变更情况概述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

海南侨、全资子公司广州南侨、天津南侨提供无息借款，借款总额不超过

782,277,271.83元，其中：上海南侨不超过人民币326,911,271.83元；广州南

侨不超过人民币74,450,000元；天津南侨不超过人民币380,916,000元。此次续

借使用期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借款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董事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续借相关事宜。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议案》，

“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中天津南侨作为实施主体的冷冻面团生产线及相关配

套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广州南侨，“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中天津南侨作为

实施主体的炼乳生产线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天津南侨全资子公司天津吉好。 

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决定调减募投项目“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中天津南

侨、上海南侨作为实施主体的募集资金金额共计20,534.65万元；调减募投项目

“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中天津南侨、上海南侨作为实施主体的募集资

金金额共计10,618.36万元，并将上述项目变更调减的募集资金合计31,153.01

万元用于“重庆南侨淡奶油生产加工基地项目”一期项目，重庆南侨为该项目

的实施主体。 

2、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募投项

目变更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南侨提前向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

249,601,717.54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南侨提前向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

196,507,975.87元。收到上述还款后，公司将向广州南侨（全资子公司）、天



津吉好（天津南侨全资子公司、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无息借款用于实施募投

项目，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4,579,578.58元，其中：广州南侨不超过人民

币112,579,578.58元，借款期间至2023年6月16日；天津吉好不超过人民币

22,000,000.00元，借款期间至2023年6月15日。此次借款事宜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实施主体须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方可执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还

款、借款相关事宜。公司将向重庆南侨实缴注册资本311,530,114.83元用于实

施募投项目，并根据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展和实际资金需求，在上述实缴注册资

本总额范围内一次或分期向项目实施主体实缴注册资本，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

层全权办理上述实缴注册资本具体事宜。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

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均为：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实缴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

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均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公司向广州南侨、天津吉好提供借款以及向重庆南侨实缴注册资本

事项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

利实施。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况。 

5、公司持有上海南侨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天津吉好为天津南侨全资子公司、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上述还款方、借款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上述事项的财务风

险可控。 

 

三、募集资金变更后拟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2年10月29日披露了《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公司关于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2-067），募投项目变更后各项目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

主体 

变更前投资

额 

变更前拟

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已使用募

集资金金

额 

募投项目 

变更金额 

变更后投资

额 

变更后拟

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 

扩产建设及

技改项目 

上海南侨  33,751.70  25,881.13  8,585.36  -15,562.44  18,189.26  1,733.33  

天津南侨  33,891.90  28,866.00  3,277.44  -18,430.17  15,461.73  7,158.39  

广州南侨  4,606.90  4,050.00  1,641.21  11,257.96  15,864.86  13,666.75  

天津吉好  - - - 2,200.00  2,200.00  2,200.00  

小计 72,250.50  58,797.13  13,504.01  -20,534.65  51,715.85  24,758.47  

2 

冷链仓储系

统升级改造

项目 

上海南侨  4,800.00  4,800.00  19.23  -4,088.36  711.64  692.41  

天津南侨  6,530.00  6,530.00  -    -6,530.00  -    -    

广州南侨  1,630.00  1,630.00  -    -    1,630.00  1,630.00  

小计 12,960.00  12,960.00  19.23  -10,618.36  2,341.64  2,322.41  

3 

研发中心升

级改造项目 

上海南侨  2,010.00  2,010.00  319.43  -    2,010.00  1,690.57  

天津南侨  2,695.60  2,695.60  -    -    2,695.60  2,695.60  

广州南侨  1,765.00  1,765.00  139.83  -    1,765.00  1,625.17  

小计 6,470.60  6,470.60  459.26  -    6,470.60  6,011.34  

4 

客户服务中

心与信息化

系统建设及

升级项目 

南侨食品  20,900.00  20,900.00  20,563.42  -    20,900.00  336.58  

5 

重庆南侨淡

奶油生产加

工基地项目 

重庆南侨  -    -    -    31,153.01  40,114.87  31,153.01  

合计 112,581.10  99,127.73  34,545.92  - 121,542.96  64,581.81  

 

四、本次提供借款的基本情况 

（一) 借款方基本情况 

1、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怡文 

成立时间 2005 年 9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14270.972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联广路333号 



经营范围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

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化妆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销售代理；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化妆品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装卸搬运；低温仓储（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

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供应链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

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乳制品生产；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食品互联网销售；餐饮服务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 100% 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69,214  74,043  

净资产（万元） 53,143  49,196  

项目 2022 年 7-9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万元）  16,932   64,217  

净利润（万元）  805   6,872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已审计 

截止至2022年9月30日，广州南侨未分配利润 316,365,559.12元。（未经审计） 

 

2、 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怡文 

成立时间 2003 年 1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3,315.9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52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乳制品生产、食品销售、食

品互联网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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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材料及制品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

品零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

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

化学产品销售、销售代理、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低温仓储（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停车场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力资源服务

（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天津吉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

公司全资孙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19,825   19,152  

净资产（万元）  16,942   16,184  

项目 2022 年 7-9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万元）  5,110   16,195  

净利润（万元）  231   4,728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已审计 

截止至2022年9月30日，天津吉好未分配利润 119,518,384.03元。（未经审计） 

 

（二) 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方案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募投项目



变更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南侨提前向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

249,601,717.54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南侨提前向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

196,507,975.87元。收到上述还款后，公司将向广州南侨（全资子公司）、天

津吉好（天津南侨全资子公司、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无息借款用于实施募投

项目，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4,579,578.58元，其中：广州南侨不超过人民

币112,579,578.58元，借款期间至2023年6月16日；天津吉好不超过人民币

22,000,000.00元，借款期间至2023年6月15日。此次借款事宜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实施主体须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方可执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还

款、借款相关事宜。上述无息借款在贷款协议生效后，在借款额度及借款期限

内全额汇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应账户，根据项目建设的实

际情况，借款到期后可自动续借或者提前偿还。具体如下： 

借款人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借款期限内 

汇入上限（元） 

天津吉好食

品有限公司 

扩产建设及技改

项目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商业银行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另行公告。 
22,000,000.00 

广州南侨食

品有限公司 

扩产建设及技改

项目 

玉山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000581000001425 112,579,578.58 

总计 134,579,578.58 

本次无息借款汇入账户均为募集资金专户，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实行专户管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五、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情况 

（一）实缴注册资本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重庆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正文 

成立时间 2022年08月15日 

注册资本 3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工业园区F10-01地块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乳制品生产；食品销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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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

品添加剂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办公

设备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低温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

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

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百货

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力资源服务

（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 100% 股权 

（二) 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缴注册资本方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重庆南侨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311,530,114.83元，不增

加注册资本。本次实缴注册资本完成后，重庆南侨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6,000万

元，实缴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1,0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币322,530,114.83元，

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此次实缴注册资本事宜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按《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与保荐机构及银行分

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实施主体须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

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方可执行。公司将根据募投项

目的建设进展和实际资金需求，在上述实缴注册资本总额范围内一次或分期向

项目实施主体实缴注册资本，汇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应账



户，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实缴注册资本具体事宜，具体如下：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实缴注册资本

（元） 

重庆南侨食

品有限公司 

重庆南侨淡奶油

生产加工基地项

目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商业银行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另行公告。 
311,530,114.83 

总计 311,530,114.83 

本次实缴注册资本汇入账户为募集资金专户，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实行专户管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于其他用

途。 

 

六、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及实缴注册资本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

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及实缴注册资本是基于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专项意见  

（一）监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及实缴注

册资本，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持有上海南侨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重

庆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吉好为天津南侨全资子公司、公司全资孙公司，

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上述提供借款以及实缴注册资本事宜不存在影响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上述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广州南侨、天津吉好提供借款以及向重庆南侨实

缴注册资本，专项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及实缴

注册资本，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广州南侨、天津吉好提供借款以及向重庆南侨实

缴注册资本，专项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及实缴

注册资本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的法

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

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及实缴注册资本的事项，是基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持有上海南侨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重庆南侨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天津吉好为天津南侨全资子公司、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对其均有绝对

的控制权。本次提供借款以及实缴注册资本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本次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南侨食品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及实缴注

册资本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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