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童事⒛12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童事的基本惰况

刘向春`男,19,1年1月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自

⒛06年⒕月28日至2o12年4月26冂 担任公司独立童事 具有独立童事饪职

资格,不存在影R·l独立性的腈况

傅鼎尘,男,I9$年2月出生,法掌学±‘教搜 律师资格,中共党员

白2∞7年4月26冂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具有独立堇事任职资格,不存在

影η可独立性的惰况,

播 飞,男 19狁年 8月出尘 眢理学搏士 会计学教援 自2∞9年7

月″ 冂亘今 桓饪公司独立鲞铋 具有独立鲎事任职资格'不存在肜1·l独立性

的偕况

钐-措,男 19,年̄ 12月出生 法律硕士 茼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律

师`中共党员,白20I0年4月22冂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具有独立聋事任

职资格 不存在影响驷立性的情况

张广生 男'l9+1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EM队,研究员,中共党员。

自2012年4月27冂至今,担任公司独立童事 具有独立堇事任职资格,不存在

黟响独立性的樯况

二、独立耋筝年度屐职倌况

l 独立鲞事出席鲎事舍情况

独立董事姓名 应参加薰事会次数 亲白出席 (次) 委托出席 〈次〉缺席 〈次)

刘向东 2 1 l 0

健鼎生 ll 11 0 o

潘 飞 l〗 〗o l o

彭-浩 ll 11 0 o

张广生 9 9 o 0

2 独立鲎事出席专皿委员会情况



2012年3月⒗日,公司召丌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独立童

事播飞 钐-措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刘向春、傅鼎尘列席会议。

2012年3月16冂 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萤事会键名委员会第-

’rx舍议 独立耋事刘向东 彭-措参加表决

20l°年3月2‘冂,公·l以通讯袤泱方式召,T第四属萱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 独立鲞事皤飞、彭一措参加羡决

2012年适月27日 公司以邋讯表决方式ll丌第四届童事会蕲酬与考核委员

会第苋次会议,独立童熹彭一浩 傅鼎生 潘飞参加表决,

2012年8月6日,公司ll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蚕员

会第六次会议,独立鳘事彭一措 傅鼎生、潘飞参加表决,

2012年8月22冂 公司召开第四届骜事会宙计羹员会第七次会议,独立鲞

事潘飞 彭-浩出席会议

2012年⒓月24日 公司以通讯表谀方式召开审计委员含第八次 独立鲎

事潘飞 彭-腊参加裹决

3 独立鲞事出席般东大会情况

2012年度 公司共召丌般东大会 l次,独立董筝刘向东、彭一浩 张广尘

山席会议

4 独立鲨事对公ol有关事项审议策决倩况

2012年度 独立鲞事积极瘳ti公司般东大会 童熹会及董事会各专业蚕员

会。独立耋事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对客项议炱认真研究,结合专业知识,充分

发表独立意见 2012年废,独立董季禾对公司董筝会议案 童事舍各专业委员

会议案及其他非童事会议案事项据出异议

5 独立薰事现场考察倩况

2012年1月19日,独立鲎事刘向东 播飞在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大鸣 副总

裁,l、苋杰 童廓舍秘书朱建毅等人的赌同下考察了马桥中央I厂施工现炀 考察

具体内容如下‘

l)马挢中央工厂项目总监王恙勇VEnnk马桥项目晷本惰况;

2)监理单位汇aR监理工作倩况:

3〉承建单位汇银承建情况,



针对考察项目,独立童事提出如下崽见;

1)马桥中央I厂是公司再融资项目,项目资佥的便用要符合榈关规定,要

把总投资腔制在顸箅范圊乏内,被资超过预算对光明未来收益会有影晌,

2)安全施=是重中乏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光明乳业都要成立现场臂

珥小组'制定安全藏工规范 确保安全工作,

3)许多建筑项目存在层层分包的问题,马桥项目山海诚总承包,对子分包

问题,监理单位 光明.【t业要严格审核。

4)马桥中央工厂项目是光明孪10L的募橥资全项目 重大项目,要做好挡案

的倮管I作

5)关于±地七通一平工作,耍和政府鄣门据理力筝,城少额外支出,控制

项目投资

三 独立董寮年度屉职薰点关潢事顼

1 关联交易情况

2012年度,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有如下四项,分别是;2091年度H常

关联交易执行捃况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惰况 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关于非公丌发行A股股票乏承销协议》2012年度新增冂常关联交

易 独立童事就上述事项分sl发表独立意见'具体怡况如下‘

9012年3月 独立鳌事就⒛"年度冂常关联交易执行倩况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筝同崽《关于⒛ll年废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认为公司向关联

公司采购瘢等原材科 属公司冂常经营业务的需妻;此项夫联交易充分利用了关

联公司原料资源优势 有利于睡低生产威本;关联交易合理 合法 交易定价公

允,符合公司及全体服东的利益,无损嵩公司利益的行为礻关联交易的租序符合

囡家有关法律法jft 般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煮穆的有关规定

2012年3月,独立鲎事就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

董筝同意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认为此项关暌交易育效利用了

公司和关联公司的专业优势 渠道优势,有利于公司捉商市场竟争熊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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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嵩公司利益的

行为,关联交易的稆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股票上市规则利公司章穆的有关

规定



2012年5月,独立鲎事就本公司与海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与海

通证券flv’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丌发行 A胺般票之承销协议的议案》发表独立意

见,独立簟事同意本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与海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非公丌发行A lt胺票乏承销协议的议案》;认为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

本公司非公丌发行 A股项目的实施,关联交易合理 合法,交易价格公允;关

联交易有Tl于本公司的特续发展,不存在损害腴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本公司

利益的倩形;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俸法规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O12年12月‘独立鲞事就新增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独立鲎事同恿 《关

T2012年麽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公司旬股东上海牛奶 〈篡团)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牛奶栅食晶有限公司出售尊1ml品是公司的冂常经营业务;

此项关联交易有效利用了关联公司的渠道资源,有利于公司提高市炀竟争能力;

此项关联交易合理 合法,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豕的利益 无损害

公·l利益的行为;此项关联交易的穆序竹合囡家有夭法律法规 《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lJ l。年度 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 执行以及信息被露都合法合规

2 对外担保及资含占用倩况

20⒓年3月,独立童事就2o11年度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

童筝认为'公司除为控腴子公司北京光明健能乳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光明零1

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腱供担倮外,至2011年底公司不存在任何其他对外担倮惰

况,严格遵循 《公司法》、《lI券法》及中国证监会 i正券交易所监耸文件和公司

章俚的有关规定,

2012年度公司不存在大股豕资翕占用的情况

2012年度,公司对外担倮及资盒占用的泱策 执行以及信息被露都合法合

规

3、募集资奄便用倩况

2012年8月,公司非公丌发行A股股票 2012竿9月'独立蓖事就本公司

使用非公丌发行 A股股禀蕹集资夺簟换l,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白筹资莶事直发表

独立意见,独立童事同意公司实施以苯次蒡篡资夺人民币497,90,00000元寰换



顸先己投入募窠资全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认为公司用本次蓦集资龠人民币

4"3⒛,ooo oo元重换顸先己投入雾篡资全投资项目的自筹资翕符合中囡证监会

《关于趑-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佥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橥资夺眢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莰夺管理办法》的规定

租序合法;公司前期投人的自筹啖夺莶额已经泣册会计师出具专项审核强眚;公

司本次募集资全覃换行为投有与蒡窠资全投资项目的实施计灿相抵触,不影晌嘉

奂资佥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橐啖佥极向 损熹股东利益的僚况

符合公司发展斋要

2012年度,公司蒡窠资釜使用0l决策 执行以及信息被露都合泫合规夜

4 高级管理人员键名及薪酬搪况

2012年度,公司高级瞀理人员耒发生变更

2C12年度 山彭-措 傅鼎生 播飞三名独立董事组成的第四属董事会薪

酬薰员舍就总经理20Il隼度绩效考核结果及薪酬发放、与总经理鍪订2012年庾

绩效眢理协议书 总经理2007。009年度-属任期内延期支付薪酬的兑Jl等事宜

审汉并做出决议

2012年度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提名及薪酬的决策、执行以及信息捩露都合

法合规,

5 业缋预告及业绩怏撮情况

2012年8月21冂,公司发布 《⒛12年芈年度业绩侠aR》 公司业缋侠撮的

泱策 执行以及信息披露都合法合规,

‘、酶任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2011年庹般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聃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公司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诀策 ik行以及信息镀露都合法合规

7 现全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惰况

公司 2011年度股尔大会审议通过了 《2o11年度利涧分配方窠的提寨》,以

20"年米总般本10●9,193,3⑩股为基薮向全体股荞每般派现佥红利O15元(含

税〉,夫计157,3”,0∝元,

公司历来泣重捩资耆回敬,现全分红比例皎高,现全分·L决策、执行以及信

息捩簸都合法合规



B 公司及般东承诺履行情况

基于2011年n月 ⒕ 日 公司与光明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牛l’J〈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第四届鲞事会第二+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及股东作出了相关承诸、⊥述承谙事项lT见2012年3月27日Tl登于《中国

证券撅》 《上海证券橛》、《证券咐报汤上的 《光明季1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牟年

度报眚》及2012年5月lO冂刊登于《中国证券撅》《上梅证券狠》《证券时报》

上的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耋筝会第二+二次会议谀议公眚》

日i9,光明食。·(处同)有限公司/。请的.促ltI屁亍公司⊥河"i糖业姻酒

(架田)0限公司于20⒓年 12闩31 之i|将其所持上海蒙忄乳业有h°公司之

股杈全乩转让绐光啊攵囡大限个业以外岣笥三,,士体 已经超Hi承诸姗lIt△海

牛。JJ(臾团)有叹公司承诸n勺.于2012年12"31H乏前将共捋有的 Ⅱ海乳乩

—Ⅱ
。
分厂岣股杈转⊥-.+奶矢ll关敢企业以外n勺第工方+体 已经超m承淅瑚

限 !k余承ψ,事项讧F+l9To行中

9 信息菝露的执行借况

2012年度,按照中国证赈会信息被露规范性文件利上海证券交易所 K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夫规定,公司认真履行了定期报眚的信息捩露义务 完成了四项

定期獗眚 三+八项临时掀眚的编制和披簇工作 未出砚镨误或者事后补丁的情

况

20⒓年度公司信息披露都合法合规,

10、内鄣控制的执行借况

2C12年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妻求,公司必须全面贯铆落实 《企业内鄣控制基

本规范》,公司在做好内I·f控制自莪评价疑告的基础上,必须有外鄣审计师出具

内控审计撅眚 ⒛12年度,公司按照 苁企业内郎控制錾本规范拟的熏球`全面

启动了对公司总郸及下屑分支机构各职能部门的内郸控制建设工作,20〗2年度

内Hf控制lT价报告 (li内鄣揎制宵计报眚)己经捉交童事会审议

2012年虞,公司内鄣捡削的挟策、执行以及信息披露鄱合法合规

" 童事会以及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运作倩况

公司鲞事会/v×其下属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垓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在2012年度各司其贲,运作规范



2012年度,公司童事会以及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诀策 执fT以及信息扳露都

合法合规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2012年 我们本着诚信与勤勉的精神,按照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独

立董事的义务,发撺独立董熹的作用,切实维护全体胺东10sl是巾小腴豕的合法

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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