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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2023-007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对关联方无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3年3月15日，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且一致同意将《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2023年3月15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会议应到委员3人，亲自出席会议委员3人。经审议，同意2票、反对0

票、弃权0票，关联委员陆琦锴先生回避表决，一致通过《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2023年3月17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

议应到董事7人，亲自或委托出席会议董事7人。经审议，同意6票、反对0票、弃

权0票，关联董事陆琦锴先生回避表决，一致通过《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并通报监事会。 

4、2023年3月17日，公司独立董事就《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公司向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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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糖、包装材料、畜牧产品、食用油及其他产品，出售乳制品、畜牧产品、淘

汰牛只及其他产品，支付租金、渠道费、广告服务费、运费、物业服务费、品牌

使用费及其他费用，均为公司必需的日常经营业务。此项关联交易有效利用了公

司和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专业优势、渠道优势、管理经验，有利于公司提高市

场竞争能力。 

3）此项关联交易合理、合法，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无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4）此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

交易》（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子公

司应回避表决。 

（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 

根据 2022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以及 2022年 12月 9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本

公司 2022 年度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合计 

光明食

品集团

及其下

属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出售乳制品、畜牧产

品、淘汰的牛只及其

他产品 

20,000 

35,0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他下属公

司 
15,000 

东方先导糖酒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未含东方先导

(上海)糖酒有限公司） 

采购糖、包装材料、

畜牧产品及其他产

品 

10,000 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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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先导(上海)糖酒有限公

司 
10,000 

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0,000 

上海申杭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8,000 

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 7,000 

上海良友海狮油脂实业有限

公司 
17,0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他下属公

司 
15,000 

牛奶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支付租金、渠道费、

广告服务费、运费、

物业服务费及其他

费用 

10,000 

18,0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8,000 

 

2022年度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合计 

光明食

品集团

及其下

属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出售乳制品、畜牧产

品、淘汰的牛只及其

他产品 

13,618 

27,352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他下属公

司 
13,734 

东方先导糖酒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未含东方先导

(上海)糖酒有限公司） 

采购糖、包装材料、

畜牧产品及其他产

品 

5,796 

72,905 

东方先导(上海)糖酒有限公

司 
6,866 

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5,483 

上海申杭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6,727 

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 5,139 

上海良友海狮油脂实业有限

公司 
17,725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他下属公

司 
15,169 

牛奶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支付租金、渠道费、

广告服务费、运费、
4,677 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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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物业服务费及其他

费用 4,161 

2022 年度，本公司与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额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的规定，在预计范围

之内。 

（三）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2023 年度，本公司预计全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约人民币 154,000 万元。其

中：向关联公司出售商品约人民币 35,000 万元；向关联公司采购商品约人民币

97,000 万元；向关联公司支付费用约人民币 22,000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合计 

光明食

品集团

及其下

属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出售乳制品及其他产

品 
17,500 

35,0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他下属公

司 

出售乳制品、畜牧产

品、淘汰的牛只及其

他产品 

17,500 

东方先导糖酒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未含东方先导

(上海)糖酒有限公司） 

采购糖及其他产品 10,000 

97,000 

东方先导(上海)糖酒有限公

司 
采购糖及其他产品 10,000 

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包装材料及其他

产品 
20,000 

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 
采购畜牧产品及其他

产品 
7,000 

上海东辰粮油有限公司 
采购畜牧产品及其他

产品 
9,000 

上海良友海狮油脂实业有限

公司 

采购食用油及其他产

品 
18,000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他下属公

司 

采购包装材料、畜牧

产品及其他产品 
23,000 

牛奶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支付租金、广告服务

费、物业服务费及其

他费用 

8,000 

22,000 上海光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 

支付物业服务费及其

他费用 
3,000 

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支付品牌使用费及其

他费用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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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支付租金、渠道费、

广告服务费、运费、

物业服务费及其他费

用 

8,000 

 

二、关联关系和主要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光明集团或其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发生的购买商品、销售商品、支付费用等的交易。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

公司的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由前项所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控

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4、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5、在过去 12个月内或者相关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的 12个月内，存在本条

第二款、第三款所述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6、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认定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涉及的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为本公司关联

法人。 

（二）主要关联公司基本情况 

1、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是明芳；注册资本：496585.7098 万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华

山路 263 弄 7号；主要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城投（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实业投资，农、林、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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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水利及其服务业，国内商业批发零售（除专项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产权经纪，会展会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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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光明食品集团（合并）总资产人民币 2,833.06

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1,825.54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007.51亿元；2021 年 1-12

月（合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508.30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30.57 亿元。（数

据已经审计） 

2、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海；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金沙江

路 1685 号；主要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德亨阳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酒

类经营；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婴

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药品零售；出版物零售；农

作物种子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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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劳

动保护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家居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医用口罩零售；针纺织品销售；鞋

帽零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日用家电零售；电动自

行车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

零售；农副产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服装服饰零售；橡胶制品销售；皮

革制品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摄影扩印服务；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实业投资；礼品花卉销售；宠物

食品及用品零售；化妆品零售；缝纫修补服务；日用产品修理；日用电器修理；

电子烟雾化器（非烟草制品、不含烟草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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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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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人

民币 35.50 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41.35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5.86 亿元；2021 年

1-12月（合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7.26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3.41 亿元。（数

据已经审计） 

3、东方先导糖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欣；注册资本：45,000 万人民币；住所：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579号 9楼 905室；主要股东：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

公司；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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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

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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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东方先导糖酒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人民币 26.49

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27.60亿元,净资产人民币-1.11亿元；2021年 1-12月（合

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3.50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15亿元。（数据已经审计） 

4、东方先导（上海）糖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胜；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969 号 15 楼；主要股东：东方先导糖酒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

经营；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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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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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销售；农业机械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金属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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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东方先导（上海）糖酒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

人民币 4.70 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3.84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0.84 亿元；2021 年

1-12月（合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21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05 亿元。（数

据已经审计） 

5、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8 

法定代表人：李茂荣；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海

湾镇海兴路 1393号、1593 号；主要股东：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五四有限公司；经

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塑料制品、纸制品的加工、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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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人民

币 3.39 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2.44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0.94 亿元；2021 年 1-12

月（合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67亿元,净利润人民币-14.77万元。（数据已

经审计） 

6、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林；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静安区

万荣路 379号 101室；主要股东：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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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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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包装材料、日用百货、化工产品（除有毒及危险品）、

木制品、金属材料、针纺织品、体育用品、实验室设备、建筑材料、家电、机械

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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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人民币 6.16

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4.99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16 亿元；2021 年 1-12 月（合

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5.4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16亿元。（数据已经审计） 

7、上海东辰粮油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军良；注册资本：6,200 万元人民币；住所：浦东新区东靖

路 5755 号；主要股东：上海良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

司；经营范围：粮油及其制品、饲料、农产品的销售，粮油机械及配件的加工和

销售，植物原油（毛油）、饲料（凭许可证经营）的生产，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退出保护价的粮油品种的收购，附设

分支机构（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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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上海东辰粮油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人民币 0.83

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0.23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0.60 亿元；2021 年 1-12 月（合

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99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15亿元。（数据已经审计） 

8、上海良友海狮油脂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伟军；注册资本：15,1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靖路 5755 号；主要股东：上海市油脂有限公司、上海良友油脂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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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的销售，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实业投资，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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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上海良友海狮油脂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3.53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2.18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36亿元；2021 年 1-12月

（合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00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04亿元。（数据已经

审计） 

9、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献军；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枫林路 251

号；主要股东：光明食品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橡

胶制品、畜牧机械、乳品食品加工机械、塑料及纸质包装容器，饲料销售，从事

牛奶、奶牛领域内的科研和咨询服务，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实业投资，

资产管理，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附设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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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人民

币 47.87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28.85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9.02亿元；2021年 1-12

月（合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33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3.64亿元。（数据已经

审计） 

10、上海光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万钧；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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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丽正路 1628 号 2 幢 3 层 313 室；主要股东：光明房

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停车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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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经纪；家政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子产品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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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

餐饮服务【分支机构经营】；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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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光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

人民币 5.06 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3.35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71 亿元；2021 年

1-12 月（合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54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44 亿元。（数

据已经审计） 

11、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炯；注册资本：80,871.4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奉贤

区惠阳路 8号；主要股东：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食品生产；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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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般项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日用

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品牌管理；咨询策划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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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人民币

28.31亿元，总负债人民币 10.98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7.33亿元；2021 年 1-12

月（合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5.76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2.70亿元。（数据已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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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公司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的关联公司履约能力较强，至今为止未发生其应付款项形成坏帐的

情况，根据经验和合理判断，未来也无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告所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本公司向关联公司采购糖、包装材料、

畜牧产品、食用油及其他产品，向关联公司出售乳制品、畜牧产品、淘汰的牛只

及其他产品，向关联公司支付租金、渠道费、广告服务费、运费、物业服务费、

品牌使用费及其他费用。 

关联交易合同主要条款均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和执行，合同价

款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有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按质

论价；没有政府指导价的，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关联公司出售乳制品、支付渠道费、支付运费，充分利用关联公司在流

通渠道领域的优势，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向关联公司出售淘汰的牛只，利用关联公司在屠宰和流通领域的优势，实

现产业一体化的分工合作。 

向关联公司采购糖、包装材料、畜牧产品及其他产品，充分利用了关联公

司原料资源优势，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向关联公司采购食用油及其他产品，充分利用了关联公司在主副食品端的

优势，丰富光明随心订产品品类，提升平台销售规模。 

向关联公司租赁房屋土地、牛舍、仓库、设备等，充分利用关联公司现有

的牧场牧业及仓储资源，提升本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自有奶源供应，提高仓

储效率。 

向关联公司支付广告服务费，充分利用关联公司广告资源，提升品牌形象。 

向关联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充分利用关联公司的物业管理经验。 

向关联公司支付品牌使用费，充分利用关联公司优势品牌，提升销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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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属本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不损害上市公

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不利影

响，对本公司主营业务、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影响不大，不构成较大依赖，对上市

公司独立性无影响。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海通证券：关于光明乳业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