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073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编号：2020-003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林或本公司”）拟以本
公司所持有的江苏梅林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林畜牧”）的股权及部分现
金与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农场”）和上海良友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友实业”）共同对子公司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明农牧”）进行增资。
 上海农场和良友实业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明食品集团”）下属企业，故本次增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董事
会在审议本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
易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此，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相关提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林”、“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上海市
上海农场设立新公司的提案》和《关于向上海市上海农场及上海市川东农场收购
部分生猪养殖资产的议案》，本公司与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农场”）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合资设立江苏梅林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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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梅林畜牧”）。梅林畜牧注册资本 36,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 18,360
万元，持股 51%，上海农场现金出资 17,640 万元，持股 49%。
上海梅林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光明生猪有限公司 4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分
别向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和上海良
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友实业”）合计收购了光明生猪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明生猪”）41%股权。2019 年 10 月，光明生猪名称变更为“光明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光明农牧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光明农牧 41%
股权，上海农场和良友实业分别持有光明农牧 39%和 20%股权。
光明农牧和梅林畜牧同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且均以生猪养殖为主要业务。
为合理配置资源，理顺光明农牧与梅林畜牧的关系，拟对光明农牧及梅林畜牧进
行重组，分别由上海梅林、上海农场、良友实业对光明农牧进行同比例增资，本
次增资采用非货币资金（梅林畜牧股权）和货币资金的方式。其中，上海梅林以
梅林畜牧 51%股权及现金 291.55 万元向光明农牧增资；上海农场以梅林畜牧 49%
股权向光明农牧增资；良友实业以现金人民币 14,285.98 万元向光明农牧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光明农牧注册资本由 50,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00,000 万元，
上海梅林持股 41%，上海农场持股 39%和良友实业持股 20%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
2020 年 2 月 12 日，上海梅林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述事项。上海农场和良友实业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下属企业，故
本次增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本关联交易提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
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此，本
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相关提案的审议中将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
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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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8 月 28 日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88 弄 3 号 1103 室
法定代表人：陈斐然
注册资本：22,1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情况：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农产品种植，农机具及配件，有机肥生产，企业管理，投资咨询，
种畜禽生产经营：大约克、杜洛克、长白种猪，饲料生产（限分支机构）及销售，
生猪养殖（限分支机构），食用农产品销售，食品销售，家禽养殖、销售，水产
品养殖、销售（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农场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84,034.67 万元，负债总额 197,629.02 万元，资产负债率 51.46%，净资产
186,405.6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0,370.88 万元，净利润 3,069.56 万
元。
2、上海良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良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 年 1 月 29 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228 号 3 楼 A315
法定代表人：柯勇
注册资本：16,276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出资情况：上海市油脂公司：800 万人民币
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15,476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经营管理，饲料，百货，粮油机械；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良友投资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1,425.91 万元，负债总额 5,426.29 万元，资产负债率 25.32%，净资产 15,999.6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321.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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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上海梅林拟以本公司所持有梅林畜牧 51%股权及部分现金，与上海农场和良
友实业共同对子公司光明农牧进行同比例增资。因此，本次增资属于与关联人共
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完成后，光明农牧注册资本由 50,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00,000
万元，上海梅林持股 41%，上海农场持股 39%和良友实业持股 20%的股权比例保
持不变。
2、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2 月 17 日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1905 号甲东部 3 层
法定代表人：邹广彬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情况：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20,500 万元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19,500 万元
上海良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畜禽养殖，种畜禽生产及精液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饲料添
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销售，养殖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商务咨询，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光明农牧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49,080.17 万元，净资产 67,464.86 万元，2019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27,961.75
万元，净利润-1,259.67 万元。
3、江苏梅林畜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梅林畜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9 日
住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上海农场四岔河上农西路 52 号
法定代表人：邹广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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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3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情况：全额现金出资到位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有机肥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生猪养殖；种畜
禽（大约克、杜洛克、长白、皮特兰及二元种猪）生产经营；猪肉销售；养殖技
术开发、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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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梅林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86,140.02 万元，负债总额 38,153.61 万元，资产负债率 44.29%，净资产
47,986.41 万元；2019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01,788.63 万元，净利润 8,409.79
万元。
（二）涉及本次交易股权的审计和评估情况
1、审计和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股权的审计和评估均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机构进行，
审计和评估结果已按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备案。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德师报（审）
字（19）第 S00441 号】，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梅林畜牧的总资产为
873,342,457.92 元 ， 总 负 债 为 434,370,779.19 元 ，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438,971,678.73 元。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对所涉及的梅林
畜牧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9】第 1906 号）资产
评估报告。评估范围是梅林畜牧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
产及相应负债，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评估结论如下：
梅林畜牧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8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568,523,863.97 元，较账面值 438,971,678.73 元，评估增值 129,552,185.24
元，增值率 29.51%。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海梅林以梅林畜牧 51%股权 (经审计账面净资产 51%为人民币 22,387.56
万元，对应评估值为人民币 28,994.72 万元)及现金 291.55 万元向光明农牧增
资 ； 上 海 农 场 以 江 苏梅 林 畜 牧 49% 股 权 (经 审 计 账 面 净 资 产 49% 为 人 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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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09.61 万元，对应评估值为人民币 27,857.67 万元)向光明农牧增资；良友
实业以现金人民币 14,285.98 万元向光明农牧增资。增资总额为 71,429.92 万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光明农牧注册资本由 5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10 亿元，上海
梅林持股 41%，上海农场持股 39%和良友实业持股 20%，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增资扩股内容
1、经本次增资扩股，光明农牧将注册资本由 50,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00,000 万元。本次增资后，光明农牧股东持股比例不变。上海梅林持股比例为
41%，上海农场持股比例为 39%，良友实业持股比例为 20%。光明农牧董事会/监
事会/高管结构及选举方式不变。
（二）增资前光明农牧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增资前光明农牧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
增资前光明农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梅林
上海农场
良友实业
合计

出资额（万元）
20,500
19,500
10,000
50,000

持股比例（％）
41%
39%
20%
100%

（三）本次增资的份额
上海梅林、上海农场、良友实业同意，按以下方式向光明农牧增资：
上海梅林以梅林畜牧 51%股权(经审计账面净资产 51%为人民币 22,387.56
万元，对应评估值为人民币 28,994.72 万元)，以现金出资 291.55 万元向光明农
牧增资，其中人民币 20,500 万元计入光明农牧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179.11 万
元计入光明农牧的资本公积。（评估增值部分不做账务处理）
上海农场以梅林畜牧 49%股权(经审计账面净资产 49%为人民币 21,509.61
万元，对应评估值为人民币 27,857.67 万元）向光明农牧增资，其中人民币 19,500
万元计入光明农牧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9.61 万元计入光明农牧的资本公积。
（评估增值部分不做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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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实业以货币现金人民币 14,285.98 万元向光明农牧增资，其中人民币
10,000 万元计入光明农牧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4,285.98 万元计入光明农牧的资
本公积。
(四)本次增资后光明农牧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后光明农牧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光明农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梅林
上海农场
良友实业
合计

出资额（万元）
41,000
39,000
20,000
100,000

持股比例（％）
41%
39%
20%
100%

（五）增资的支付期限
上海梅林、上海农场、良友实业分别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 60 日内将现金出
资全部汇入光明农牧账户或相应的工商验资账户，并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 60 日
内将所出资股权过户到光明农牧。
（六）其他
合同自各方签署后生效。国家法律、法规对本合同生效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进一步理顺光明农牧与梅林畜牧的关系，优化光明农牧资
产结构，增强其资金实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健康发展能力，符合公司长
期发展利益。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会前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独立董事在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该项交易涉及股权
的资产经过审计评估，其交易对价公允，方案切实可行。同意将《关于对光明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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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丽丽女士、沈步田先生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2、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上海梅林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
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并提交上海梅林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进行审议。
3、董事会审议程序:
上海梅林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
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参
与表决的董事 6 位（关联董事吴通红、汪丽丽、沈步田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会上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交易
定价方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要
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本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
已回避表决；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关联交易需要履行的其他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此，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将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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