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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关联交易公告关联交易公告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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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出资 8,000

万元对哈尔滨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依法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本次增资将加快公司粮食深加工行业开工生产速度，有利于本公司粮食

深加工行业的发展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本公司（公司）：指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粮油：指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盛泰铭泽：哈尔滨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盛泰铭泽：北京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指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出资 8,000万元对哈尔滨盛泰

铭泽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持有其 80%股权事项 

一一一一、、、、关联关联关联关联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 

2009年 11 月 9 日，东方粮油与北京盛泰铭泽签署了《增资协议书》，按照

协议书约定，东方粮油将出资 8,000万元对盛泰铭泽增资，持有盛泰铭泽 80%的

股权。2009年 11 月 10 日，本公司召开了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出资 8,000万元向哈尔滨盛

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由于盛泰铭泽的法定代表人池清林先生为本

公司的控股股东—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及监事会主席，同时池清林

先生为盛泰铭泽的股东—北京盛泰铭泽的股东，此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与会的

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本公司 6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一致通过了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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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遵循了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

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公平合理，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二二二、、、、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 

1、池清林：中国籍，62岁，男，中专，经济师。历任：东方集团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东方集团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哈尔滨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黑龙江省法学会

理事，持有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12%的股权、持有北京盛泰铭泽食品

有限公司 40%的股权。 

2、北京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 7月 4日，法定代表人：刘

恩祥，注册资本 1,000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恒富中街 2 号院 1

号楼 5008号；经营范围为：销售粮油、食品添加剂，技术开发。该公司为盛泰

铭泽的股东，持有其 100%的股权。截至 2009年 9月 30日，该公司帐面资产总

额为 3,251万元，负债总额为 2,25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992万元，净利润为-6

万元。 

3、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7 月 23日，注册地为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 240号；经营范围为粮食收购、粮食销售、水稻种

植、优良种子培育及研发；注册资本金为 20,000万元，本公司以现金出资，持

有其 100%的股权。截至 2009年 9月 30日，该公司帐面资产总额 19,988万元、

所有者权益 19,988万元，正在全力打造公司粮食深加工项目，暂无收入。 

三三三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是盛泰铭泽，其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概况 

盛泰铭泽成立于 2009年 5 月 6 日，法定代表人：池清林，注册地址：五常

市五常镇向太阳街；经营范围为：粮食加工、仓储、销售、大豆分离蛋白、大豆

浓缩蛋白、大豆组织蛋白、豆粕、豆油、稻糠油、稻糠油粕、甜菊糖、食品添加

剂、保健食品制造、技术开发。 

盛泰铭泽拥有土地 70,282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为 28,769.38平方米，铁路

专运线及站台直达厂区，该企业是五常优质水稻最便捷的仓储加工物流的集散

地，现正在安装两条稻谷加工生产线，分别选用瑞士布勒公司和日本佐竹公司的

主要设备，色选机采用了世界顶级的日本山川 AC300色选机和日本佐竹色选机。

厂区规划为三期工程：一期工程为大米加工、二期工程为米糠油及仓储、三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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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米食品加工、稻壳发电及彻底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及厂区绿化、美化工程，形

成循环经济，生产车间按照样板化的生产车间建设，已经预留了工业旅游、工业

观光的发展空间。 

截至 2009年 10月 31日，盛泰铭泽实收资本为 900万元，全部为北京盛泰

铭泽持有。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2,365万元、负债总额为 11,465万元、所有者权

益为 900万元、无收入、利润。 

2、经营情况 

截至 2009年 10月 31日，该公司两条稻谷加工生产线正在安装调试之中，

预计年底前可完全具备开工生产能力。目前，稻谷收购工作已全面展开。 

四四四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1、《增资协议》于 2009年 11月 9日由东方粮油、北京盛泰铭泽与盛泰铭泽

共同签署。 

2、增资价款及支付 

（1）  各方在此同意以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增资扩股： 

1.1 根据盛泰铭泽董事会决议，决定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玖佰万元

（RMB9,000,000元）增加到人民币壹亿元(RMB100,000,000元)，其中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玖千壹佰万元(RMB91,000,000元)。 

     1.2 本次增资价格经各方商定为人民币 1元每股（RMB1 元/股）。 

1.3东方粮油和北京盛泰铭泽用现金认购新增注册资本：即东方粮油认购新

增注册资本 8,000万元，认购价为人民币 8,000万元。北京盛泰铭泽认

购新增注册资本 1,100万元，认购价为人民币 1,100万元。 

（2）盛泰铭泽按照第 1.1 条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由人民币玖佰万元

（RMB9,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币壹亿元（RMB100,000,000元）。盛泰

铭泽增资后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东方粮油持有 80%的股份；北京盛泰

铭泽持有 20%的股份。 

（3）  出资时间 

1.1 东方粮油和北京盛泰铭泽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

内将本协议约定的认购总价一次性足额存入盛泰铭泽指定的银行账户，

逾期按应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一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三十（30）日

后，守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责任。 

 3、新增资金的投向和使用及后续发展新增资金的投向和使用及后续发展新增资金的投向和使用及后续发展新增资金的投向和使用及后续发展 

1.1  本次新增资金将用于盛泰铭泽所需的流动资金。 

1.2  盛泰铭泽资金具体使用权限由经过工商变更登记之后的盛泰铭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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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依照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执行。 

1.3  根据盛泰铭泽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在国家法律、政策许可的情况下，

盛泰铭泽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多次募集发展资金。 

     4、组织机构安排组织机构安排组织机构安排组织机构安排 

1.1  股东会： 增资后，东方粮油与北京盛泰铭泽平等成为盛泰铭泽的股

东，所有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和增资后的公司章程的规定按其出资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股

东会为公司权力机关，对公司一切重大事务做出决定。 

1.2  董事会和管理人员：增资后公司董事会成员应进行调整，由盛泰铭

泽股东按章程规定和协议约定进行选派。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其

中东方粮油选派 2名董事，北京盛泰铭泽选派 1名董事。 

1.3 增资后盛泰铭泽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由东方粮油指派，其他高

级经营管理人员按公司章程进行提名和聘用。 

1.4 盛泰铭泽董事会决定的重大事项，经其董事会过半数通过方能生效，

有关重大事项由公司章程进行规定。 

1.5  监事会：增资后，盛泰铭泽监事会成员由公司股东推举，由股东会

选聘和解聘。增资后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东方粮油指派

2名，北京盛泰铭泽指派 1名。 

5、、、、投资方式及资产整合投资方式及资产整合投资方式及资产整合投资方式及资产整合 

1.1  增资后，盛泰铭泽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玖佰万元（RMB9,000,000元）

增加到人民币壹亿元（RMB100,000,000元）。盛泰铭泽应重新调整注册

资本总额及股东出资比例，并据此办理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各股东的持

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形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现金 8,000 80% 

北京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 现金 2,000 20% 

合计  10,000 100% 

1.2  增资后，东方粮油成为盛泰铭泽股东，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

本协议的约定享有股东的全部权利。 

1.3  东方粮油、北京盛泰铭泽与盛泰铭泽一致同意，盛泰铭泽在完成本次

增资后，其公司名称将变更为东方集团五常米业有限公司。 

6、生效条款 

本协议自各方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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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粮油将持有盛泰铭泽 80%的股权，

盛泰铭泽将成为本公司粮食深加工业务的载体之一。东方粮油将充分利用盛泰铭

泽所拥有的优质稻米加工地域优势、成熟的厂区建设、先进的生产设备、优秀的

粮食深加工人才，免除公司新建厂区所需的长久时间，达到在优质稻米产地快速

开展粮食深加工生产的目的。本次增资行为，是公司粮食深加工业务的战略布局

需要，有利于本公司粮食深加工行业抢占先机、占领市场，实现快速发展壮大。 

本次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六六六六、、、、增资价增资价增资价增资价款的用途款的用途款的用途款的用途 

增资款到位后，将用于盛泰铭泽所需的流动资金。 

七七七七、、、、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本次关联

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经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一致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

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

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公平

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八八八、、、、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1、本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东方粮油、北京盛泰铭泽与盛泰铭泽签署的《增资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Ｏ九年十一月十日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将于 2009 年 11 月 10 日召开，本次会议拟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

油食品有限公司出资 8,000万元向哈尔滨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事项，因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标的公司--哈尔滨盛泰铭

泽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池清林先生为公司大股东--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东及监事会主席，同时池清林先生为哈尔滨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的股东

—北京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

公司出资 8,000万元向哈尔滨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

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协议文本以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资料，认为东

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与北京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签署的《增资协议》定价

公允、合理，不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给本次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 

        

 

李葛卫                      胡凤滨 

 

 

         张国华                     胡家瑞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九日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1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出

资 8,000万元向哈尔滨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该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仔细阅读了相关材料。基

于我们的独立判断，现就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

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出资 8,000 万元向哈尔滨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增资价格按

1元/股确定。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标的公司--哈尔滨盛泰

铭泽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池清林先生为公司大股东--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及监事会主席，同时池清林先生为哈尔滨盛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北京盛泰铭泽食品

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出资 8,000万元向哈尔滨盛

泰铭泽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增资额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双方遵循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本次交易

有利于公司发展，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  

 

 

 

李葛卫                          胡凤滨 

 

 

 

             张国华                         胡家瑞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