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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同控股股东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简述交易风险：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商业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本

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累计次数及其金额：3 次，金额为

人民币 149,720元。 

 

一、关联交易基本概述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宜昌喜旺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喜旺）现有员工住宿区域和办公经营场所已不能满足日前

需求，拟向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琪集团）租赁房屋用于员

工住宿及办公。 

1、公司拟租用安琪集团旗下位于哈尔滨道里区共乐小区 12栋门面房一套，

面积 92.28平方米、成都金牛区西安路 60号 202号房一套，面积 135 平方米用于

业务部门外地办公区域； 

2、公司拟租用安琪集团旗下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怡和小区合益路第 200-5-105

号、200-5-113号、200-5-114号、200-5-109 号、200-5-110号商品房合计五套，

面积合计 370.13 平方米用于公司培训人员住宿，宜昌市民安家园小区第

9-011501、9-010201、9-011504、9-010804、9-011605 9-011205、9-010705、

9-010708、9-010308、9-010504合计十套商品房，面积合计 818平方米，用于公

司新进高层次员工住宿。 



3、宜昌喜旺拟租用安琪集团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368号门面房一间，

面积约 106.23平方米，用于经营销售场所。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安琪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39.98%的股份。公司董事俞学锋为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公司董事李知洪为该公司董事；公司董事肖

明华为该公司董事、总经理；公司监事李林为该公司副总经理。前述情形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相关条款规定之情形，安琪集团是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      称：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      所：宜昌市城东大道 168号 

法定代表人：俞学锋 

注册资本：贰亿壹仟肆佰玖拾陆万圆整 

成立日期：1997 年 09月 18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生化产品的研制、开发；生化设备加工及工程安装；生化自控仪

表及电气微机工程安装调式；经营本公司及直属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

技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公司及其直属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经营本公司及其直属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等。 

控股股东：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 100%。 

安琪集团目前主要业务为持有公司股权，无其他主营业务。 

安琪集团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方面保持独立，不

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截止 2016年 6月 30日，安琪集团总资产 686,88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 127,70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2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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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类别属于租入资产。 

（1）哈尔滨共乐小区房产，具体位置哈尔滨道里区前进路共乐小区 12栋一

楼，建筑面积 92.28 平方米。 

（2）成都金牛区房产，具体位置成都金牛区西安路 60号 202，建筑面积 135

平方米。 

（3）湖北宜昌怡和小区房产，具体位置宜昌市合益路 200-5-105 号、合益路

200-5-113 号、合益路 200-5-114 号、合益路 200-5-109 号、合益路 200-5-110

号，建筑面积分别为 70.09平方米、70.09平方米、79.93平方米、70.09 平方米、

79.93平方米。 

（4）湖北宜昌民安家园房产，具体位置中南路 45 号民安家园 9#-011501、

9#-010201、9#-011504、9#-010804、9#-010504、9#-011605、9#-011205、9#-010705、

9#-010708、9#-010308，建筑面积分别为 86.65 平方米、86.65 平方米、86.65

平方米、86.65 平方米、86.65 平方米、76.95 平方米、76.95 平方米、76.95 平

方米、76.95平方米、76.95平方米。 

（5）东山大道房产，具体位置宜昌市东山大道 368号门面房一间，建筑面积

106.23平方米。 

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安琪集团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良好其所租赁房屋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等，不存在对公司正常使用上述房屋产生影响的不利因素。 

3、资产运营情况说明 

（1）哈尔滨共乐小区房产，产权取得时间 1999年 4月，投入使用的时间 1999

年 4月，账面价值 231,997.83元，已计提折旧 114,146.29元，目前正常使用。 

（2）成都金牛区房产，产权取得时间 1998 年 8 月，投入使用时间 1998 年 8

月，账面价值 335,930 元，已计提折旧 171,492.12元，目前正常使用。 



（3）湖北宜昌怡和小区房产，产权取得时间 2011年 11月，投入使用时间 2011

年 11月，账面价值 1,055,053.83元，已计提折旧 151,191.69元，目前正常使用。 

（4）湖北宜昌民安家园房产，产权取得时间 2016年 7月，投入使用时间 2016

年 7月，账面价值 3,136,208元，已计提折旧 0元，目前正常使用。 

（5）东山大道房产，产权取得时间 2003年 1月，投入使用时间 2003 年 1月，

账面价值 77,810.26 元，已计提折旧 45,266.76 元，目前正常使用。 

（二）交易定价确定方法和原则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同关联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均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

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按照商谈协议时租赁房屋周边同类房产租赁的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各项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得高于综合市场平均价格。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租赁房产的价格是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的，

本次交易价格为正常的商业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正常经营

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公司同安琪集团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1、房屋租赁协议（哈尔滨共乐小区房产） 

（1）合同主体：出租方安琪集团，承租方股份公司 

（2）租赁标的：哈尔滨共乐小区房产，建筑面积 92.28平方米 

（3）交付日期和租赁期限：从 2016 年 8 月 1 日开始，在双方没有签订新合

同钱，继续执行本合同 

（4）租金及支付方式：年租金 12,00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 

2、房屋租赁协议（成都市金牛区房产） 

（1）合同主体：出租方安琪集团，承租方股份公司 

（2）租赁标的：成都金牛区房产，建筑面积 135平方米。 

（3）交付日期和租赁期限：从 2016 年 8 月 1 日开始，在双方没有签订新合

同前，继续执行本合同 



（4）租金及支付方式：年租金 30,00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 

3、房屋租赁协议（湖北省宜昌市合益小区房产） 

（1）合同主体：出租方安琪集团，承租方股份公司 

（2）租赁标的：宜昌市合益路 200-5-105 号、合益路 200-5-113 号、合益路

200-5-114 号、合益路 200-5-109 号、合益路 200-5-110 号怡和小区房产，建筑

面积合计 370.13平方米 

（3）交付日期和租赁期限：从 2016 年 8 月 1 日开始，在双方没有签订新合

同前，继续执行本合同 

（4）租金及支付方式：年租金 38,06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 

4、房屋租赁协议（湖北省宜昌市民安家园小区房产） 

（1）合同主体：出租方安琪集团，承租方股份公司 

（2）租赁标的：宜昌市中南路 45 号民安家园 9#-011501、9#-010201、

9#-011504、9#-010804、9#-010504、9#-011605、9#-011205、9#-010705、9#-010708、

9#-010308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818平方米 

（3）交付日期和租赁期限：从 2016 年 8 月 1 日开始，在双方没有签订新合

同前，继续执行本合同 

（4）租金及支付方式：年租金 84,12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 

（二）宜昌喜旺同安琪集团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出租方安琪集团，承租方股份公司 

2、租赁标的：宜昌市东山大道 368号门面房一间，建筑面积 106.23 平方米 

 3、交付日期和租赁期限：从 2016年 8 月 1日开始，在双方没有签订新合同

前，继续执行本合同 

4、租金及支付方式：年租金 18,00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一）交易必要性 

随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的不断拓展，现有员工住宿区域和办公场所已不

能满足日前需求，本次交易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员工住宿需求及控股子公司经营

销售的需求得到满足，有利于提升员工住宿环境，保持员工稳定性，对保证公司



正常开展业务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结算价格以同类房屋租金报价为参考，符合市场定价原则，交易的

风险可控，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更有利于降低成本。 

本次交易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次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审核意见，同意将该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2016年 8月 12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俞学锋、李知洪、肖明华回避表决，其余 8名非关联董事全票审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议案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关联交易构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五）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方或与不同关联

方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一）自 2016年 1月 1日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 74,860 元，未达到临时披露的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同安琪集团签订《综合服务协议补充协议》，安琪集团租赁专家楼用于

办公，年租金 60,000 元。 

公司同安琪集团签订《单身宿舍租赁合同》，租赁安琪集团旗下单身宿舍 57

间，年租金 54,720元。 

公司同安琪集团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租赁安琪集团旗下位湖北

宜昌马兰路 8号的土地，年租金 35,000元。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去 12个月与关联方发生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

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公司同安琪集团签订《综合服务协议补充协议》，安琪集团租赁专家楼用于办

公，年租金 60,000元。 

公司同安琪集团签订《单身宿舍租赁合同》租赁安琪集团旗下单身宿舍 57

间，年租金 54,720元。 

公司同安琪集团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租赁安琪集团旗下位湖北

宜昌马兰路 8 号的土地，年租金 35,000 元（因整体搬迁至产业园，2016 年下半

年不再收取租金）。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15 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三）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