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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 

根据贵部要求，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光明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乳业”、“申请人”、或“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组织申请人、申请人律师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申请人律师”）、申请人会计师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申请人会计师”）对光明乳业非公开审核补充问询所列问题

进行了认真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除特别说明外，本回复使用的简

称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机构尽职调查报告》

的含义相同。本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

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意义： 

《审核补充问询》所列问题 黑体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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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同业竞争。申请人控股股东光明集团控制的乳品七厂与申请人主营

业务相同或相近。2014 年，申请人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豁免牛奶集

团关于乳品七厂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承诺豁免后，乳品七厂逐步成为申

请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代工厂或上游供应商。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并披露：

（1）报告期乳品七厂经营业绩情况，并列示主营业务收入中作为申请人及其

下属子公司的代工厂或上游供应商的各项收入情况及占比，是否存在经营规模

逐年增大的情况；（2）乳品七厂为申请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代工的具体业务模

式，相关协议内容以及定价依据等，是否存在侵占申请人利益的情况；（3）

在申请人承担乳品七厂牛奶产品销售压力的情况下，通过成为申请人及其下属

子公司的代工厂或上游供应商的模式而认定乳品七厂与申请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或做为有效的制约措施或补救措施的理由是否充足，是否符合《再融资若干问

题解答》等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

过程，并出具明确的核查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乳品七厂经营业绩情况，并列示主营业务收入中作为申请人及

其下属子公司的代工厂或上游供应商的各项收入情况及占比，是否存在经营规

模逐年增大的情况 

报告期内，乳品七厂生产经营规模始终保持较低水平，且呈现逐年减少趋

势，乳品七厂的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489.04 3,756.27 3,981.62 7,429.68 

净利润（万元） 0.41 119.57 24.63 639.58 

净利率 0.03% 3.18% 0.62% 8.61% 

乳制品设计产能（吨） 8,400 16,800 16,800 16,800 

乳制品实际产能（吨） 4,200 8,400 8,400 8,400 

乳制品产量（吨） 1,663 3,885 4,105 4,082 

注：乳制品设计产能按照年生产天数 360 天，每天两班制进行计算。实际产能为按照

年生产天数 360 天，每天一班制进行计算，乳品七厂由于均为低温产品，并根据申请人对

于乳品七厂生产品质和新鲜度的相关管控和要求，实际生产中按照一班制组织生产。 

其中，乳品七厂主营业务收入具体结构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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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作为申请人下属子公司及

其加盟方代加工生产乳制

品模式产生的收入 

1,319.25 88.60% 3,362.85 89.53% 3,526.27 88.56% 3,497.31 47.07% 

作为申请人子公司的供应

商，销售给光明随心订平

台产生的收入 

142.54 9.57% 293.72 7.82% 350.26 8.80% 374.00 5.03% 

大包装奶粉、小包装奶粉

等贸易业务 
- - - - - - 3,467.91 46.68% 

其他 27.25 1.83% 99.70 2.65% 105.09 2.64% 90.47 1.22% 

合计 1,489.04 100.00% 3,756.27 100.00% 3,981.62 100.00% 7,429.68 100.00% 

乳品七厂占地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占地面积较小，目前仅有液态奶生产

线 7 条，日处理生鲜乳能力为 46.67 吨（两班）。《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

（2009 年修订）》颁布后，新建液态乳项目设有准入规模限制，最低区域准入

规模亦需要日处理生鲜乳能力 200 吨及以上（两班）。从加工能力及工厂客观

条件来看，乳品七厂实际属于历史遗留的小型乳制品加工厂，整体生产经营规

模较小。 

报告期内，乳品七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业务调整的方式进一步明确

了其作为申请人子公司及加盟方定牌加工厂的身份定位目标： 

1、保留了乳品七厂为申请人下属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加盟方代加

工“牛朋”牌乳制品的业务，且将该业务模式作为乳品七厂的主要定位。乳品

七厂代加工业务系以销定产模式，且乳品七厂作为代工厂，如改变生产规模，

需事先取得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的同意。 

2、自 2019 年开始，乳品七厂停止了原有的大包装奶粉、小包装奶粉等贸

易业务板块。该等业务 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共计 3,467.91 万元，占比

46.68%。 

3、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1-6 月，申请人子公司上海光明随

心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随心订平台分别采购 374.00 万元、350.26 万元、

293.72 万元及 142.54 万元的乳品七厂产品。乳品七厂与随心订平台的合作采取

以销定产模式，随心订平台根据平台下单量向乳品七厂进行采购。 

截止本回复出具日，申请人已在随心订平台下架乳品七厂自产产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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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所作承诺，乳品七厂将不再从事该

部分业务。 

4、针对极少量的乳品七厂与原关联方签订的长期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

的收入，乳品七厂承诺 2022 年合同履行完毕后将不再续签。 

二、乳品七厂为申请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代工的具体业务模式，相关协议内

容以及定价依据等，是否存在侵占申请人利益的情况 

（一）乳品七厂为申请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代工的具体业务模式，相关协议

内容以及定价依据 

2017 年 4 月，申请人下属子公司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与乳品七厂签订

《乳制品代加工合作协议》，约定由乳品七厂受托加工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

司的“牛朋”牌乳制品系列产品，主要包括益生菌酸牛奶、鲜牛奶、红枣牛

奶、可可牛奶、香蕉牛奶、大果粒风味发酵乳等。乳品七厂的产品生产由乳品

七厂向申请人指定的合格的奶源供应商处采购并组织生产出合格质量的定牌产

品，由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采购产品并按照协议约定的出厂价支付货款，

最终由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负责对外销售。 

乳品七厂为申请人子公司代加工产品的模式为以销定产，即由上海牛奶棚

食品有限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结合申请人销售计划、自身库存及产能，按日向

乳品七厂提出产品定单并明确采购产品种类及数量，乳品七厂根据产品定单组

织生产，最终采购量以定单约定数量为限。 

申请人子公司采购时的出厂价包括产品的运输费用，其定价原则为合理的

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生产利润，由双方针对每一个产品具体协商确定。 

《乳制品代加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产品供应的主要约定 

“1.1 本协议有效期内，乳品七厂保证其为牛奶棚定牌生产的全部合格的液

体乳产品（200ml 纯鲜牛奶、950ml 纯鲜奶……）。 

1.2 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根据市场情况，每天向乳品七厂提出产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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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乳品七厂根据产品定单组织生产。牛奶棚每日通知乳品七厂第二天要货

量，该要货量应具体明确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 

1.4 乳品七厂生产规模的改变应事先与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协商，并征

得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的同意后进行。” 

2、关于价格的主要约定 

“2.1 乳品七厂提供给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价格应是乳品七厂的

出厂价，该出厂价包括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收货后的产品运输费用。出厂

价的定价原则为：合理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生产利润，由双方就每一个产品

具体商定。如当乳品七厂生产的产品的市场实际实现价格或生产成本发生大于

5%的波动情况，双方应就价格问题进行磋商，以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 

3、对产品质量的主要约定 

“3.1 为保证产品质量，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将按企业内控标准，不时

抽查乳品七厂提供的产品质量，对不合格产品，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有权

拒收及调换。” 

4、关于协议期限的约定 

“5.3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期限定为五年。” 

（二）乳品七厂为申请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代工是否存在侵占申请人利益的

情况 

1、代工生产模式为申请人常用的生产模式 

申请人在自有工厂生产乳制品的基础上，一直以来都会综合考虑奶源产

出、区域产能问题采取代工生产模式补充生产能力，目前，申请人共拥有 15 家

代工厂，选择乳品七厂作为代工厂也是由于申请人本身有代工需求，并非是特

殊的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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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向乳品七厂采购代工生产的乳制品价格公允 

根据申请人说明，申请人对于代工厂均采用成本加成定价原则，估算代工

厂的生产成本后给予合理的利润空间，通常给予代工厂的利润空间水平在 5%-

15%左右，由双方针对每一个产品具体协商确定。报告期内，乳品七厂的毛利

率分别为 8.62%、8.22%、7.07%及 4.88%，处于申请人给予代工厂的利润水平

之内，符合代工模式的合理利润水平。 

此外，保荐机构及申请人会计师获取了申请人代加工乳制品的明细，由于

各代工厂加工的产品不存在品规完全一致的情况，保荐机构及申请人会计师选

取 2021 年申请人向乳品七厂采购占比 50%的前两大乳制品单品，与申请人向其

他代工厂采购相似规格、类别的产品的单位价格进行比较，对比结果如下： 

单位：元 

向乳品七厂采购代加工乳制品 向其他代工厂采购相似产品 单位采购价

格是否公允 产品 单位采购价格 采购金额占比 单位采购价格/价格区间 

产品 A 2.30 35.83% 2.15-2.33 是 

产品 B 12.78 20.42% 13.40 是 

注 1：上表中单位采购价格为含税，同时剔除运输费用影响； 

注 2：产品 B 仅有一款相似产品，故单位采购价格不以区间列示，向乳品七厂单位采

购价格低于向其他代工厂单位采购价格 4.63%，差异较小。 

经比较，申请人向乳品七厂采购乳制品单品的单位价格与申请人向其他代

工厂采购相似规格、类别的产品的单位价格无较大差异，故不存在侵占申请人

利益的情况。 

三、在申请人承担乳品七厂牛奶产品销售压力的情况下，通过成为申请人

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代工厂或上游供应商的模式而认定乳品七厂与申请人不存在

同业竞争或作为有效的制约措施或补救措施的理由是否充足，是否符合《再融

资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一）申请人实际不存在承担乳品七厂牛奶产品的销售压力的情形 

1、乳品七厂作为代工厂模式的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乳品七厂主要为申请人下属子公司及其加盟方代加工生产乳制

品，该等业务模式在报告期内产生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3,497.31 万元、3,526.27

万元、3,362.85 万元及 1,319.25 万元。 



 5-4-8 

该等业务模式下，申请人下属子公司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根据自身

“牛朋”品牌产品的销售计划制定采购计划，与乳品七厂采取以销定采模式，

乳品七厂根据定单组织生产。作为代工厂，实质系申请人产能的补充，不存在

申请人承担乳品七厂代加工生产牛奶产品销售压力的情形。 

2、乳品七厂作为申请人子公司的供应商，通过光明随心订平台销售产生

收入的情况 

报告期内，乳品七厂作为申请人控股子公司上海光明随心订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的供应商，销售给光明随心订平台产生的收入分别为 374.00 万元、350.26

万元、293.72 万元以及 142.54 万元。 

在该等模式下，申请人亦采取以销定采模式，根据光明随心订平台统计的

相关产品需求，形成定单并下单给乳品七厂按照定单组织生产。该类产品仅为

申请人光明随心订销售平台产品品类矩阵的补充，申请人不会主动对上述相关

产品开展营销，不会主动提升该等产品的销量，故该等产品定单一般较为零

散，形成的收入亦较小，且呈逐年下降趋势。 

截止本回复出具日，申请人已在光明随心订销售平台下架乳品七厂产品，

且申请人控股股东已出具承诺，乳品七厂仅为光明乳业及其子公司代加工，不

再从事其他乳制品生产及销售业务，故乳品七厂将不再从事该部分业务。 

综上，不存在申请人子公司承担乳品七厂乳制品的销售压力的情形。 

（二）光明食品集团出具承诺进一步对乳品七厂的生产经营进行制约，确

保乳品七厂与申请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符合《再融资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

定 

1、光明食品集团出具承诺进一步对乳品七厂的生产经营进行制约，约束

乳品七厂完全转型为申请人定牌代加工企业 

申请人与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牛奶集团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牛奶集团曾承诺“于适当时机，敦促上海乳品七厂有

限公司完成企业改制，实现经营资产和社会职能的划分，并将其交由光明乳业

托管经营、作为定牌代加工企业或者转让至光明乳业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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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中国证监会颁布《4 号指引》之后，光明乳业、牛奶集团等相

关方经过充分论证后，认为无法短期内履约承诺，亦无法按照《4 号指引》的

要求明确履约期限及方式，同时评估豁免承诺对于申请人不会构成不利影响，

因此通过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豁免了前述承诺。 

股东大会豁免牛奶集团关于乳品七厂的上述相关承诺后，由于乳品七厂的

历史问题一直未能解决，纳入申请人或由申请人托管经营实际会增加申请人经

营、管理压力，并不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因此一直未推进资产注入或托

管方案。但光明食品集团不断通过业务调整的方式明确乳品七厂作为申请人子

公司及加盟方定牌加工厂的定位，报告期内具体情况参见本题第一问之“一、

报告期乳品七厂经营业绩情况，并列示主营业务收入中作为申请人及其下属子

公司的代工厂或上游供应商的各项收入情况及占比，是否存在经营规模逐年增

大的情况”之回复相关内容。 

2021 年 8 月 13 日，为进一步对乳品七厂的生产经营形成制约，确保乳品七

厂与申请人不存在同业竞争，不对申请人构成利益侵害，光明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乳品七厂作为光明乳业及其子公司的代加工

厂，仅为光明乳业及其子公司代加工并以公允价格向其销售乳制品，除乳品七

厂与上海练江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一份购销合同继续履行（但到期后不再续

签）外，立即停止其他乳制品生产及销售业务。 

2、同意并促使光明乳业及/或其子公司对乳品七厂的生产、采购及财务进

行监督管理，确保不存在伤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上述承诺在本公司作为光明乳业的控股股东且可实际控制乳品七厂期间

持续有效。” 

2、乳品七厂已成为申请人定牌代加工企业，乳品七厂与申请人不存在同

业竞争，符合《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1）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方面，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申请人与乳品七

厂在历史沿革、人员、资产上并不存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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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乳品七厂与申请人及下属子公司互相之间不存在任何持股关系，

历史沿革彼此独立。申请人拥有自身独立完整的经营资产，产权明确，不存在

与乳品七厂之间资产混同的情形，不存在申请人的核心资产来源于或转移至乳

品七厂的情形。申请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在乳品七厂中担任职

务，申请人与乳品七厂各自独立聘任人员和对人员进行管理，不存在人员重叠

的情形。 

（2）在主营业务方面，自本回复出具之日起，乳品七厂完全转型为申请人

定牌代加工企业，主要接受申请人委托加工业务，为申请人产能的补充，其不

参与市场竞争，不直接对外销售，乳品七厂与申请人之间不会产生市场竞争及

利益冲突。 

综上所述，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申请人与乳品七厂在历史沿革、人员、

资产上不存在重合，且乳品七厂完全转型为申请人定牌代加工企业，与申请人

之间不会产生市场竞争及利益冲突，因此，乳品七厂与申请人不存在同业竞

争，符合《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四、补充披露情况 

前述相关内容已在《尽职调查报告》之“第四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

“一、同业竞争”之“（二）申请人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主要企业之间的同

业竞争情况”部分进行补充披露。 

五、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乳品七厂 2018 年至 2021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取得并查

阅了乳品七厂等相关方的销售台账及相关销售数据、产能产量数据； 

2、取得并查阅了申请人子公司与乳品七厂等相关方签署的《乳制品代加工

合作协议》、乳制品采购合同； 

3、取得并查阅了申请人及其子公司与其他第三方签署的代加工合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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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申请人委托代加工的相关台账及采购产品清单，并对其单位采购价格进行对

比； 

4、就乳品七厂生产经营、产能情况、销售情况、对乳品七厂的主要负责人

进行访谈，并取得相关情况说明； 

5、取得并查阅了申请人就其乳制品生产经营、销售或采购情况出具的说

明； 

6、取得并查阅了申请人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函。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申请人及其子公司 2018 年至 2021 年 1-6 月向乳品七厂的

采购数据； 

2、取得并查阅了申请人子公司与乳品七厂等相关方签署的《乳制品代加工

合作协议》； 

3、取得并查阅了申请人及其子公司与其他第三方签署的代加工合同、取得

了申请人委托代加工的相关台账及采购产品清单，并对其单位采购价格进行对

比； 

4、阅读申请人所作回复的内容，并将其与会计师在上述工作中所了解的情

况及获取的信息进行核对。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乳品七厂属于历史遗留的小型乳制品加工厂，整体生产经营规模较小。

报告期内，乳品七厂主营业务收入及产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不存在经营规模逐

年增大的情况。 

2、乳品七厂为申请人提供代工生产乳制品业务，根据申请人子公司上海牛

奶棚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定单组织生产。申请人子公司向乳品七厂采购乳制品

的代加工合同不存在显著不公平的条款约定；申请人及其子公司给予乳品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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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产品的利润水平与其他代工厂不存在显著差异；采购价格与申请人自其它

代工厂处采购类似产品的单位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存在侵占申请人利

益的情况。 

3、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申请人与乳品七厂在历史沿革、人员、资产上不

存在重合；在主营业务方面，自本回复出具之日起，乳品七厂完全转型为申请

人定牌代加工企业，接受申请人委托加工业务，为申请人产能的补充，其不参

与市场竞争，不直接对外销售，乳品七厂与申请人之间不会产生市场竞争及利

益冲突，且申请人不承担乳品七厂的产品销售压力，亦不存在利益输送等严重

损害申请人利益的情况。因此，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乳品七厂与申请人实

际上不存在同业竞争，认定乳品七厂与申请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的理由充分，符

合《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申请人律师认为： 

1、报告期内，乳品七厂主营业务收入及产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不存在经营

规模逐年增大的情况。 

2、申请人子公司向乳品七厂采购乳制品的代加工合同不存在显著不公平的

条款约定；申请人及其子公司给予乳品七厂的利润水平与其他代工厂不存在显

著差异；采购价格与申请人自其它代工厂处采购类似产品的单位价格无较大差

异，因此不存在侵占申请人及子公司牛奶棚的合法利益的情况。 

3、在申请人及其子公司与乳品七厂目前的业务模式下，不存在申请人及其

子公司承担乳品七厂乳制品的销售压力的情形。 

4、虽乳品七厂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与申请人存在重合，但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申请人与乳品七厂在历史沿革、人员、资产上不存在重合，且光明食品

集团亦已承诺将乳品七厂仅作为申请人及其子公司的代工厂并不再从事其他乳

制品生产及销售业务。因此，基于上述承诺，自本报告出具之日起，乳品七厂

已转型为申请人及其子公司的定牌代工厂，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根据实质重于

形式原则，乳品七厂与申请人实际上不存在市场竞争，不存在利益冲突，认定

乳品七厂与申请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的理由充分，符合《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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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申请人回复的信息与其在执行上述工作中获取的资料和信息相一致。报告

期内，申请人及其子公司向乳品七厂采购代工生产的乳制品价格公允。 

2．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是否持有商业土地及房产，取得上述房产、

土地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发计划和安排，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

营、销售等业务。（2）公司有无参股含有房地产业务企业的情况。请保荐机

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是否持有商业土地及房产，取得上述房产、土地的方式和背景，相关

土地的开发计划和安排，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申请人及其子公司已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及土地使

用权中，已无涉及商业用途的房产。原涉及商业用途的 1 项土地使用权已完成

变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具体情况如下： 

中卫光明生态智慧牧场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取得一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并于 2021 年 5 月 9 日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卫地

（G）[2021]-13 号），约定取得位于沙坡头区常乐镇黄套村的 6,640 平方米出让

宗地，该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商服用地，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40

年，并取得该等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宁（2021）中卫市不动产权第

T0003722 号）。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申请人已办理完毕对上述出让宗地的土

地用途性质变更，土地用途由原商服用地变更为工业用地，并取得该等土地的

《不动产权证书》（宁（2021）中卫市不动产权第 T0005480 号），使用期限为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061 年 4 月 27 日。该建设用地未来建设完成后将作为中卫

光明生态智慧牧场有限公司的自用办公楼使用，不属于且不会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务。 

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

有关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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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

的行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应当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申请取得房地

产开发经营资质证书。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未取得或取得过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证书等与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的资质。 

综上所述，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申请人及其子公司未持有商业土地及房

产，申请人及其子公司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均未取得或取

得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等与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的资质。 

二、公司有无参股含有房地产业务企业的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申请人及其境内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不涉及

房地产开发经营，亦未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相关资质，不存在从事房

地产开发、经营、销售业务的情形。 

三、申请人关于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的相关承诺 

2021 年 6 月，申请人就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事宜进一步

出具《关于不存在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承诺函》，相关具体内容如下： 

“1、本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土地及建设厂房、办公楼等配套设施将全

部用于公司及子公司自身的生产、办公经营活动，无对外出租及出售计划，不

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及销售等业务；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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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监管文件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淮北濉溪 12,000 头奶牛养殖示范场新建项目、中卫市

10,000 头奶牛养殖示范场新建项目、阜南县 7,000 头奶牛养殖示范场新建项

目、哈川二期 2,000 头奶牛养殖示范场新建项目及国家级奶牛核心育种场（金

山种奶牛场）改扩建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用于或变相用于房地产开发、

经营、销售等业务，亦不会通过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流入房地产开发领域。 

2、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不涉及房

地产开发经营，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或销售相关资质；报告期内，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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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控股、参股公司均未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或销售业务，均未取得或取得

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等与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的资质。” 

四、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的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核查了申请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房产和土地使用权的权属证书、取得并查

阅了中卫光明生态智慧牧场有限公司《不动产权证书》； 

2、核查了申请人的公告、申请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营业执

照、工商登记信息； 

3、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 

4、获得申请人关于相关事项的承诺。 

（二）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申请人及其子公司未持有商业土地及房产。申请

人及其子公司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均未取得或取得过房地

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等与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的资质。 

2、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亦未

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相关资质，不存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

业务的情形。 

经核查，申请人律师认为： 

1、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申请人及其子公司未持有商业土地或房产，申请

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业务的情形。 

2、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

营，亦未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相关资质，不存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经

营、销售业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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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光明乳业非公开审核补充问询>的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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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光明乳业非公开审核补充问询>的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刘赛辉  王 莉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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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补充问询回复的全部内容，了

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

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补充审核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