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本保荐机

构”）作为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海嘉里”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益海嘉里2023年度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保荐意见：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为优化公司整体融资结构，

降低融资成本，根据各参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预测，

公司拟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部分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该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回避表决。该

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

需经有关部门的批准。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及决议在2023年度（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内有效。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的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

至单笔交易终止时止。 

 

 



 

1、具体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及额度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提供资助公司名称 接受资助公司名称 
与提供资助

公司的关系 
资助方式 

币

种 
预计最高资助金额 

利率 

 
期限 

1 
丰益(上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微养（上海）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借款 

人

民

币 

5,000,000 4.35%（注1） 一年 

2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益海嘉里（沈阳）

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控

股子公司 

借款 

人

民

币 

194,000,000 2.8%（注1） 一年 

3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益海嘉里（沈阳）

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控

股子公司 

现金池借款

/总部融资 

人

民

币 

510,000,000 (注2) （注3） （注4） 

4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益海嘉里（安阳）

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控

股子公司 

现金池借款

/总部融资 

人

民

币 

1,340,000,000(注2) （注3） （注4） 

5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益海嘉里（北京）

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控

股子公司 

现金池借款

/总部融资 

人

民

币 

700,000,000(注2) （注3） （注4） 

6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益海（周口）小麦

工业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控

股子公司 

现金池借款

/总部融资 

人

民

币 

 1,500,000,000(注2) （注3） （注4） 

7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益海嘉里（郑州）

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控

股子公司 

现金池借款

/总部融资 

人

民

币 

1,230,000,000(注2) （注3） （注4） 

8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东莞益海嘉里粮油

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控

股子公司 

现金池借款

/总部融资 

人

民

币 

3,000,000,000 (注2) （注3） （注4） 

9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益海嘉里（昆山）

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控

股子公司 

现金池借款

/总部融资 

人

民

币 

2,900,000,000 (注2) （注3） （注4） 

10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益海嘉里（泉州）

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控

股子公司 

现金池借款

/总部融资 

人

民

币 

1,800,000,000 (注2) （注3） （注4） 

注1：利率可由财务资助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或进行调整，不高于4.35%。 

注2：“预计最高资助金额”为接受财务资助公司在2023年度可以从现金池取得的最高单日借款余额加上总部融

资借款余额。 

注3：现金池的贷款利率根据市场情况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为基础协商确定，按日计算贷款利息，并按季统

一结息，其计算方式为：贷款利率=基准利率±点差；总部融资利率为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银

行实际取得的融资利率和从债券市场取得融资时当期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 

注4：现金池借款在2023年内可随借随还；总部融资借款期限为1年。 

 

2、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 

公司及子公司向上述参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将用于其日常

生产经营，财务资助的提供方式将以借款和现金池借款或总部融资借款的形式

开展。 

3、财务资助利率 

3.1 通过现金池借款形式提供的财务资助，现金池的贷款利率根据市场情况

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为基础协商决定，按日计算贷款利息，并按季统一结



 

息，其计算方式为：贷款利率=基准利率±点差。总部融资利率为益海嘉里金龙

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实际取得的融资利率和从债券市场取得融资时

当期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 

3.2 通过借款形式提供的财务资助，利率详见上述1之列表，并可由财务资

助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或进行调整，不高于4.35%。 

4、财务资助资金来源 

4.1 序号1-序号2的借款资金来源为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

金。 

4.2 序号3-序号10的现金池借款资金来源为现金池成员归集资金，不涉及募

集资金；总部融资借款资金来源为银行信用借款和债券市场取得的融资资金。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微养（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微养（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01月07日 

3、注册地点：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1107号1号楼4-143室 

4、法定代表人：冯强 

5、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信息科技、软件科技、通信科技、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

食品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

件设计与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网页设计，数据处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通讯设备，食用农产品、电子产品、玩具、机械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一类医疗器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文具用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的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市场营销策划，

公关活动策划，创意服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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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MA1FWHJJXF, 无失信被执行情况。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上海人寿堂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000万元人民币 66.67% 

2 丰益（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0万元人民币 33.33% 

合计  1,500 万元人民币 100% 

9、微养（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资产总额27,205,786.23

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5,368,500.00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11,837,286.23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0.00元人民币，净利润- 3,158,018.08元人民币。 

10、微养（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违约风险较低。2021

年实际从公司获得的财务资助金额为5,000,000.00元人民币，不存在财务资助到

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11、股东上海人寿堂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是上海市长宁

区虹桥路2302号7幢301室，主营业务为：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托养、居家照顾等

社区养老服务，养老院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营养健康咨询服

务，家政服务，保洁服务，物业管理，养老机构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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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3101051327345916。 

12、微养（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PUA 

SECK GUAN（潘锡源）担任微养（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公司监事张

建新担任微养（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符合《上市规则》7.2.3条第

（三）项规定的情形，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13、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海人寿堂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为微养

（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微养（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无实

际控制人。 

（二）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03月22日 

3、注册地点：沈阳市沈北新区裕农路39号 

4、法定代表人：甘的佺 



 

5、注册资本：5800万美元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水稻、小麦加工；米、面制品制造、销售；食用

植物油灌装、销售；农产品初加工（花生、杂粮、杂豆）；粮食、农副产品收

购（仅限本企业生产所需）；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粮食国

内贸易（涉及粮食收购许可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粮食进出口贸易

（涉及国营贸易管理的除外，涉及国家进出口许可配额的产品，按配额证经

营）；机械设备租赁、自有厂房出租（公司涉及到国家限制或须经行业主管部

门审批的经营项目，需报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生产经营）：预包装

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和销售。（除依法须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3550759871R, 无失信被执行情况。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640万美元 80% 

2 WaiKari Sdn Bhd (威佳立有限公司) 1160万美元 20% 

合计  5800 万美元 100% 

9、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787,670,606.65元人民币、负债总额575,612,709.04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

212,057,897.61 元 人 民 币 、 营 业 收 入 1,194,031,555.25 元 人 民 币 、 净 利 润

808,057.05元人民币。 

10、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信

情况良好，违约风险较低，风险可控。2021年实际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财务

资助金额为224,695,754.19元人民币，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

形。 

11、股东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 注册在马来西亚, 地址：PT 

45125, Batu 15½, Sungai Pelong, 47000 Sungai Buloh,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主营业务：投资控股，公司注册号：185863-H。因本公司关联自然

人Kuok Khoon Hong（郭孔丰）先生在该公司的控股股东FFM Berhad担任董事职

务，公司将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视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益海嘉里（安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益海嘉里（安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07月03日 

3、注册地点：汤阴县食品工业园区工纵二路  

4、法定代表人：林艳华 

5、注册资本：2400万美元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

相关服务；粮食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粮油仓储服务；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食品添加剂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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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食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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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67673133XJ ,无失信被执行情况。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920万美元 80% 

2 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 480万美元 20% 

合计  2400 万美元 100% 

9、益海嘉里（安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900,241,271.41元人民币、负债总额607,324,083.09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

292,917,188.32 元 人 民 币 、 营 业 收 入 2,855,487,916.43 元 人 民 币 、 净 利 润

38,314,128.88元人民币。 

10、益海嘉里（安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信情况

良好，违约风险较低，风险可控。2021年实际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财务资助

金额为533,724,883.21元人民币，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11、股东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参见本公告“二、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之“（二）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之11。 

（四）益海嘉里（北京）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益海嘉里（北京）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12月22日 

3、注册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矿林路2号 

4、法定代表人：甘的佺 

5、注册资本：人民币20600万元 

6、主营业务：加工面粉；销售食品；生产食品；粮食国内贸易（涉及国家

收购许可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粮食进出口贸易（涉及国家国营贸易

管理的除外）；食用和工业用动植物油脂、油料及副产品和深加工产品、饲料

用油脂、饲料及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包装材料、日用化工合成洗涤剂的批发

及进出口贸易（涉及国家国营贸易管理的除外）、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商

品信息咨询服务；其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小麦、面粉及面制品

检测与烘焙技术服务；仓储，国内货运代理服务；销售自产产品。（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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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82852277H, 无失信被执行情况。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6480万元人民币 80% 

2 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 4120万元人民币 20% 

合计  20600 万元人民币 100% 

9、益海嘉里（北京）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806,058,841.11元人民币、负债总额419,895,039.54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

386,163,801.57 元 人 民 币 、 营 业 收 入 2,176,406,246.11 元 人 民 币 、 净 利 润

33,002,999.40元人民币。 



 

10、益海嘉里（北京）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信

情况良好，违约风险较低，风险可控。2021年实际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财务

资助金额为325,619,260.00元人民币，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

形。 

11、股东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参见本公告“二、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之“（二）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之11。 

（五）益海(周口)小麦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益海(周口)小麦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年02月10日 

3、注册地点：河南省周口市太昊路与朝阳路交叉口南500米 

4、法定代表人：刘晶 

5、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整 

6、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生产:粮食收购:食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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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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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售；食用

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

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粮油仓储服务: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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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0757136575B, 无失信被执行情况。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00万美元 80% 

2 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 200万美元 20% 

合计  1000 万美元 100% 

9、益海(周口)小麦工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938,867,227.66

元人民币、负债总额686,004,164.88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252,863,062.78元人民



 

币、营业收入3,137,761,055.64元人民币、净利润20,108,098.71元人民币。 

10、益海(周口)小麦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违

约风险较低，风险可控。2021年实际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财务资助金额为

549,758,925.96元人民币，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11、股东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参见本公告“二、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之“（二）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之11。 

（六）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07月21日 

3、注册地点：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四路155号 

4、法定代表人：吴会祥 

5、注册资本：3800万美元 

6、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饲料

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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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

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副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生物饲料研发；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食品

添加剂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

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粮食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食用农产品批发；粮油仓储服务；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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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7673029X7, 无失信被执行情况。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040万美元 80% 



 

2 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 760 万美元 20% 

合计  3800 万美元 100% 

9、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218,009,288.64元人民币、负债总额796,520,073.95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

421,489,214.69 元 人 民 币 、 营 业 收 入 3,635,790,100.52 元 人 民 币 、 净 利 润

36,517,054.74元人民币。 

10、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信情况

良好，违约风险较低，风险可控。2021年实际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财务资助

金额为487,093,168.96元人民币，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11、股东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参见本公告“二、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之“（二）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之11。 

（七）东莞益海嘉里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东莞益海嘉里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7年2月9日 

3、注册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沙公园路8号101室 

4、法定代表人：房洪强 

5、注册资本：3170万美元 

6、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饲料蛋白及其附属产品，并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

咨询服务（经营范围中如涉及国家有关专项规定的业务，须按规定办理相关手

续后方可经营）；从事粮食的储藏及加工（生产和销售面粉和麸糠），从事大

米、小麦、五谷杂粮的仓储、初加工及其批发、零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面条、挂面、速冻食品的生产及其批发、零售；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含

冷藏冷冻食品）；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

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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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97701436W, 无失信被执行情况。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536万美元 80% 

2 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 634 万美元 20% 

合计  3170 万美元 100% 

9、东莞益海嘉里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291,591,590.92元人民币、负债总额2,176,051,310.12元人民币、所有者权

益1,115,540,280.80元人民币、营业收入8,356,225,263.83元人民币、净利润

151,799.543.17元人民币。 

10、东莞益海嘉里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信情况

良好，违约风险较低，风险可控。2021年实际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财务资助

金额为590,898,333.79元人民币，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11、股东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参见本公告“二、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之“（二）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之11。 

（八）益海嘉里（昆山）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益海嘉里（昆山）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12月24日 

3、注册地点：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益海大道8号 

4、法定代表人：潘锋 

5、注册资本：5408万美元 

6、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

互联网销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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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

粮食收购；饲料原料销售；粮油仓储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国内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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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8299198XA, 无失信被执行情况。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326.4万美元 80% 

2 Waikari Sdn Bhd (威佳立有限公司) 1081.6万美元 20% 

合计  5408 万美元 100% 

9、益海嘉里（昆山）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941,332,114.91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136,093,293.32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

805,238,821.59 元 人 民 币 、 营 业 收 入 4,587,688,523.38 元 人 民 币 、 净 利 润

104,730,573.08元人民币。 

10、益海嘉里（昆山）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信情况

良好，违约风险较低，风险可控。2021年实际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财务资助

金额为397,994,151.12元人民币，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11、股东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参见本公告“二、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之“（二）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之11。 

（九）益海嘉里（泉州）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益海嘉里（泉州）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08月05日 

3、注册地点：泉州市泉港区沙格码头 

4、法定代表人：雷礼华 

5、注册资本：3390万美元 

6、主营业务：面粉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粮食收购；粮食及制品、农副

产品的批发、仓储、中转业务；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

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热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

品制售；食品添加剂销售。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0559567067T, 无失信被执行情况。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712万美元 80% 

2 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 678 万美元 20% 

合计  3390 万美元 100% 

9、益海嘉里（泉州）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549,845,232.24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126,226,694.94元人民币、所有者权

益423,618,537.30元人民币、营业收入3,661,206,695.17元人民币、净利润

58,075,370.19元人民币。 

10、益海嘉里（泉州）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信

情况良好，违约风险较低，风险可控。2021年实际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财务

资助金额为304,163,144.85元人民币，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

形。 

11、股东Waikari Sdn. Bhd.（威佳立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参见本公告“二、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之“（二）益海嘉里（沈阳）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之11。 

三、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对象系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主要用于子公司、参股

公司的日常经营所需。本次财务资助会使公司产生一定的现金流出，但不会影

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对子公司、参股公司未来发展有足够的信心，整体风

险可控。公司会采取以下措施防范风险： 

1、以现金池借款形式向上述相关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接受财务资助的公

司的其他股东对现金池借款出具了承诺函，作为合资公司的一方股东，自愿对

合资公司现金池借款承担的所有债务，按照其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计算出

的对应比例的债务部分向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司提供了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出具承诺函的Waikari Sdn Bhd (威佳立有限公司) 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

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2、以总部融资借款形式向上述相关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根据总部融资业

务项下的《统借统还贷款合同》和《发债资金借款合同》的规定，如果总部融

资贷款到期日借方无法清偿贷款，将以现金池委贷资金偿付该笔贷款，从结果



 

上看等同于现金池借款，即其余股东按照其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并且总部融资借款资金来源为银行信用借款和债券市场取得的融资

资金，利率和公司从银行取得的贷款利率、当期发行债券票面利率一致，公司

利益未受损失，且接受财务资助的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风险可控。 

3、以借款形式向上述相关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接受财务资助的公司的其

他股东均同意以按照其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提供同等的财务资助。 

4、财务资助款项逾期未收回的，公司不得向同一对象追加提供财务资助。 

四、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截至2022年11月27日，公司实际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人民币2,392,788,745.83

元（不同币种涉及汇率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7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人民币115,000,000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13%，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五、年初至2022年10月31日与相关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2022年10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与如下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列示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与微养（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

为人民币5,583,602元。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公司子公司预计向上述关联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将用于其日常

生产经营，支持其业务开展，对其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符合

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 

3、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以经

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七、相关审议和批准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预计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议案之前，根据有关

规定履行了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给我们进行事前审核的程序。本次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2023年度预

计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意见 

2022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预计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各参

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预测，公司拟以提供借款形式对

其提供财务资助，本次预计的2023年度部分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鉴于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资信情况良好，违约风险较低，同意公司向接受财务资助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用于其日常生产经营，支持其业务开展，对其长远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2022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预计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各参

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预测，公司拟以提供借款形式对

其提供财务资助，本次预计的2023年度部分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鉴于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资信情况良好，违约风险较低，同意公司向接受财务资助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用于其日常生产经营，支持其业务开展，对其长远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为满足公司参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

要，公司向部分参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提供借款形式提供有偿财务资助。本

次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财务资助条件不损害公司、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规则》《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回避表决。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2023年度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度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郭瑛英                                            贺星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