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zO19年度之持续督导报告书

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光明身L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5号)核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l(以下简

称
“
光明孳1业\“上市公司” “公司

灬
或
“
发行人

”)子2012年8月非公开发行

17,5敬9叨万般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市`海通证券股价有隈公司〈以

下简称
“
保荐机构” “保荐人”)担任其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发行人与保荐杌

构签箐的 《掎续瞥导协议》,持缵督导期间为2012年9月3日至2013年12月

31同 本持续瞥导期内,保荐杌构及倮露代表人胺照 κ证券发行⊥市倮荐业务

管理办法》〈以下简猕“保荐办法D、《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挎续瞥导I作指弓》等的相关规定,通过日常/K9通、定期回访

现场检查 尽职调萱笞方式在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般票并⊥市后持续督导其履行规

范运作 信寸承偌、信怠披露等义务

-、保荐机构自上市/A·司发行证券起对上市公司持续膂导工作倩祝

顼 目 I作内容

l谮寻上市公司及其鲎察

ll鸵岗级骨澉人员蛏守法

律 法规 并tl实履行其所

做出的各顼承谙

本持续膂寻煳内对上市公司茧苷 监鸵 南级管理人员进行了特

续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公司汾理 关瞅交易 对外担倮信息放露

以及鲞耻 监,| 南级眢理人员股央买荬行 lJ规范等 以豳倮上

市公司萤察 篮事 商级管理人员胄豳 遵守裥关怯律法规的耍求

2 蔡导健全并肓效执行相

关制度

(l)公司晌理制廑

留熹公司恨骣相关孩规耍苯和公司饷实际传况严格枫行股东大会

议率规Jn 萤事会议事规则 赃事会议骈规Jll 总经理I拒细则

独立聋筝制废 鲎狃舍秘书工作细则, 目前公司治理状况良好

(2)ll颧揸制制废

膂导公司不断完蒈财务管理制度 舍计核箅制瘐利内邮审计剞度,

以疚蓦梨资佥使用 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 对外哑资 衍生品交

易 对子公司的控制篾重人经菅决策的租序与规Jml 目前公司内

鄣揎制制皮有效`执行状况良0l

〈3)F.息披硎 座

督导公同不断完善信息披露I作 及时审l9n公司的倩息掀露文件

目前公司信息披露状况良好

3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

般东 实际控制人 苴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受刭中

公司或萁挫股股本 实际控制人 薰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禾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交易所山冥监

管关注函的佶况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交易所
。d律处分或耆被交易所山

具监眢关注函的惜况

4 关汪上市公同及控股服

本 实际遭剐人·t履行承请

的俏况

见“二 ⊥市公司差吞存在 《操荐办法拔及证券交易所掴关规则规
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交埸所掖营的夸项°

5 关洼公共传嫂关手⊥市

公同的掀道 及时针对市场

传阌趑行陔燕

20⒓耸度 媒体报遭了涉及公司产品的一系列质坠l·l题邬件 公

司对此赴行了榈关公营 根据 苁⊥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掎引》 保荐机构通过埘相关人员迸行访谈 调阅公司相夫

产吊质崽捡验l,眚等方式对上述JR道进行核查 经垓壹 公司捩

露的信息与霰实相符,上"公同不存在应披露米披露|,重大事项

‘ 砚场捡查锖况

根摒 《上溽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挎续督导工作指引》 保稃机构于

⒛la年3月对公司进行了201嘟现场捡查 现场揸查小组根据

公司典体倩况 制定出现炀捡查计划 碗定本汲砚场裣查镝耍夭

注的察顼范闱及工作进度 时问安排和具体乖项经检杳 公司2012

竿度运作规范 业务经瞢汲有亟大变化 狺息皱簸及时完疆 公

词独±性完ll 蒌窠费佥使用捏序合规 没有发生重大,=泫走规

孚件

7 督导公司建立芳炎贡全

专户存储制度佶况以及关

注募檗资全使用倩讽

(D督导发行人严袼避守【关于逃-步规范上市公司蒡奥浓全使

用9l遇知横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雾檠资全膂理规定飧 κ⊥

市公司监管抬引笫 2号- △̄市公司萎奖资全瞥理和使用的监管

熏求》规定的程序艘月蓼集资全;

(2〉簪促发行人严糈拔照 《三方监管协议》硬月募巢资盒 关注

募橥资佥使用效益

8 倮荐机构发表独立惫见

lh况

·0l°钅年庾 发表独立蒽mt具体饴况如下;

∶ ⒛⒓年9月5日 保辟机佝对发行人用募粢资佥笪骏顶先投人

萎窠资佥牧琰项目自簿资佥逃行核查,T发表了意见‘

220⒓竿 12月28日,保荐枉1彻对发行人夫朕交易事项遨行核杳

并发衰了意见

二、保荐机构对⊥市公司信怠敬髂审阅的情况

公夤日朔 公肯编号 放露值总 审阑储况

201⒉⒑9甜

非公开发行牍票发行俏况银眚

书
审阑放露内察是否合法合规:审阅

公昔楚否存在翩匮记裁 误导性豚

途或耆熏大尬漏

临201⒉Φ4号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给果暨服

本变动公眚

临20lz O2s号
关子笠黑募臭资全三方脏舒协

议的公告

20㈨ 907 临
。
0 l 。 四 呸 号

第四属ik筝会第二十七次含议

决议公音

申核鲎事会 监筝会的召槊与召开

程序是否合法合觑;审核出席齑界

会 监事舍人员的资格是吞符合规

定;审核薰事会 监夸会l,棍褰与
临 2 0 ∶2 0 犭夸

第四属监吝誉第+三狄会议谀

议公菁

2



临 2012闷28号
关于使用萎集资全置捩顶先已

粳入蒡牍项目自辂资佥的公告

效决程序蹙吞符脊公司章程;申阅

孜厮内谷是否合法合规i审阅公告

是否存在旗假记裁 谀导性陈述或

黉簟大虺谲
公司蕈程 〈2012午修订)

20120908临 20]⒉029号

关亍完成以棼集潢全罴换硕先

己投人葺投项目自络资全的公

告

审阅放露内容是否合法合觌,审阅

公眚是否存在虚假记莪 误导性嗾

述威耆重大适瀚

。
O1209 ll临⒛⒓勾30号 光明乳业股硷有隈公司公眚

帘阅捩露内容楚否含法合栩;审阅

公眚姓否存在庭假记裁 谡导性胍

述或笤霪大迅潴

2"⒉0⒐21 rhr0rr-031g光明舢 股份有限公司公眚

审阅铍露内容是甭合渚合规.审阅

公胥足吞存在虚假记蕺 误导性陈

途或煮重大迪漏

201⒉00。8 临 ⒛ I20:2号光明乳业l9份有限公司公告

审阑铖露内容楚否合法合规;审阅

公营足否存在虚假记截 诶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橱

’OI2 1026

定甥强眚 2012年第三薰度报告 审核童筝会的召橥与召开穆序甩

否奋法合规;审核出腑萤事会人员

的资格是吞符脊规定,申核童事会

nl提案与蕞决湟序是吞符合公司

藁程;审阑披露内察是否合法合

规;审阆公告是否存t嗨假记篾

诶导性瞬i±戍者重大迪阙

临 20∶⒉033号 四属二十八次莛事会决议公肯

临 201⒉034号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樨供担倮的

公眢

⒛ 1⒉lOJo 16 2012-0r5 5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 关联方及

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楷况的公昔

审阌披露内容楚否仓祛合规,审阅

公营楚否存在虚假记蕺 谩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尬漏

20∶2 12 ]8 关亍部分产品价梅词盥的公营

审阐披露内容是杳合法合规;帘阑

公营纂吞存在蒯彀la裁谩导性陈

述或耆重大尬溷

20I⒉1299

临2012-夕号
笫四属童零会第二十尢次会议

决议公告

审核耋事会的召柒与召开翟序是

否合泫台规;审核山席萤事会人员

的资格是否符脊规定;审核童事舍

的u。案与装谀程序挫否符合公司

章翟;审阅披露”容是否合泫合

规;审阅公营姓吞存在虚假la载

误寻挂豚述或耆重大退牖

临 2 0 1 2 - 3 8 号

关子 2012年度新增日常关暾

交易的公告

夫子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夫

联交易的核查蔌见书 (涎通)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 【倮荐办法》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

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顼



光明尊1业、捋般5%以上的股东、控腴般东及实际控制人在的承谙事项倩况

如下.

承谱

背景

承馈赉

型
承谙方 承诸内察

承请时涧

及剜限

楚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屉

行

与再

敝浓

相关

的唇

谙

其他

光明乳业

脞份有限

公司

l在牛奶檠团倮挎,t明孚1业控股

股尔地位的黍作下,将逦,+控股

参股 租敛 承包或其他约定方

式而取得经营杈l△关联企业犊政

府指导价 (无政府抬寻价l/l拔市

场公允价)收购牛奶篡团的原I|

奶 2光 明挈1业成英关联企业每

午逦过与牛奶檠囚笠订奶源供需

协议约定午庹收购最和收殉价

格,规范呶胸匮料奶的行为 3

在上趑奶搋伙需协议约定的年廑

收购量神收购价格范囿内 在符

杳质量标推的前堤下 100%呶购

牛奶篡团的原料奶 不以任何,t

lL理由担收牛奶檠团l△原料奶

20"午"

月 l+日起

长煳有效

否 走

解决±

地邻产

杈霉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光明荷斯

坦牧业有限公司tF用划披性质的

±地面积为 3ao,8舛平方米,上

海奶牛育砷中心有限公司使厕划

拨性质的±尬面积为 ,29;∞

平方米,揪龙江省光明松鹤乎1品

有限公司使用划菝桂质的±地面

积为胡。·,100平方米 本公司将

飧照国家±地使用的法矬法规积

lFk向有关政府±地管理郎门申谛

办理山让用地手绒 梅天划竣用

地的山吐方案获ll政府主眢郜门

批准后 本公司将按照签订岣合

同耍球支付±尬出让侨款

2m2 年 5

月 9 日起

长娜有效

否 足

解 决 同

业真争

光明食 品

(窠团)有

限公司

不葺接或间接捩资设立 购并

或与任何绑三方哑费设立 购并

从享乳及乳制Pn研发 生产和销

’0ll午H

月 l●日起

长期有效
否 楚



营的任何经济组织

解决同

业竟争

促使下属子公司上海市籀业烟酒

(桀团)有限公同T2o12午12

月 31日之前将其所符上海豪牛

乳业有限公司乏股杈全颧转让绮

光明窠团关暾JL±以外的笫三方

主体

⒛ll年"

月 M日至
20I2年12

月a ∶日

足 否

夷lll

在光明橥团保猗光呖乳业和牛奶

褰团矢际控削人旭位的俏况下

其有义豸膂促牛奶窠团 光明乳

业且英备自关瞅企业完全履行本

协议项下的义务

20"年"

月 14口起

长ll9有效

否 是

解泱关

IX交易

⊥海牛奶

〈橥团〉有

限公司

逦过扭股 寥l9 租煲 承包或

9·|旭约定方式而取得经菅杈的所

有牧炀所生产的奶源保证以政府

蓿导价 (无政府指导价nl孩市场

公允价)侠应给光明乳业 成为

光明乳jL在上海 江苏 浙江

安簸等翅区控剃奶源的坚强后

盾

20I∶钅 :1

月 "日起

长期有效

否 是

解决同

业竟争

丁⒛12年⒓月a1臼之前将其犄

有的上海乳品一厂分「的殿杈转

让给牛奶窠团关联企业以外的第

三方主体

20ll年H

月 "日至

⒛ ⒓ 年 I2

月 a ∶日

是 否

解决同

业竟争

鉴于牛奶篡团控制的尬处安馓省

镦县na⊥海农I两 (篡国)练江

总公司萧贝企业经菅轲社会瞥理

双亟职触 (包括哭下屙上海零1而

七厂有限公司)牛奶檠团承谙手

适当时机,墩促上海乳品七厂有

限公司完成企业改制 实砚经菅

资产和社会耿能的划分 并将其

交由光明乳业托管经营 作为定

牌代加工企业。l者转让至·t明乳

业名下

20n午n

月 14日起

长期有效

否 皂

解决同

业宽争

1不直簇成伺揍开发尊1制品以及

男1制品的替代品 2不直接或间

犊从取买代理他人从事粤1制棉生

产 钠菅lL务 3不直接或网接

作衽何有关乳制品成乳制品业豸

的广告咸其他任何,’式的宣传

4不直簇或间接投资设立 购并,

或与任何笫三方搜资设立 购并

从事乳及孳1铕J品研发 生产和销

20"每"

月 14日起

长姗有皴

否 是



笤的任何经济组织 ,不再泣册

与蒈1制品或乳锦J品业务有关的商

标 不再使用或许可第三方使硒

英锢有的与乳制品或乳+i品JL务

有关的蔺标

与服

权撖

励捆

关的

承诺

股份限

辂

郭本l。椠

永平 罗

海 沈伟

平 李柯

孙克杰 朱

建毅 爸宗

洎

l iL限制性殁桨解锁后 继续摈

照泫律祛规 监管机构的规章和

规定,以及擞勋计划与授子协议

的规定成约定 合法处璺已撄铍

的限制性股栗 2萑本人妲征公

司箧事 蔚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

副总经理 萤事会酗书 财务总

监〉搠间,叭及辞任上述耿务乏

日起‘个月内不出营本人持有的

本公司册架 〈包括以获筲限制挂

殿禀以外的方式取得的苯公司般

票)

20⒔年 l

月刀 日起

长剜有效

否 是

光明篡团承诸促便下属子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 〈橐团)有限公司于’O12年

12月31日乏前将其所捋⊥海篆牛孳1业有限公司乏股杈全部转让给光明窠团关联

企业以外的第三方圭体,根据光明挛1业出臬的说明`上述承诺未及时履行的主要

原因为;光明纂团已促便上梅市瘢业烟酒 (窠团)有眼公司与上梅蒙牛男1业有限

公司漕在的般杈受让者就所捋般份转让泰宜进行洽谈 尚末接到愿意受让的答

复。光明乳业将进
-步与光明集团沟逦,督促尽怏履行承渚

牛奶窠团承诺于⒛⒓年⒓月31日之前将其特有的上海乳品-厂分厂的股

杈转让给牛奶集团关联企业以外的第三方主体 根据光明乳JL出具的说明,上述

承谱未及时履行的主要原因为:除牛奶窠团以外的上海乳品-厂分厂股杈捋有人

不同意牛奶臬团转让所掎股份,且不同意对上海乳品-厂分厂清算泣销,光明乳

业将进-步与牛奶集团沟通,督促尽快履行晷诺

除上述承诺事项外 公司不存在 K保荐办砝》及交易所榈失规定应当向中

国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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