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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度往来明细

往来方 关联方 收到金额 收到日期 退回金额 退回日期 用途

安德利果汁（母公司） 安德利果胶 2,000.00

2017-1-

13

2,000.00

2017-1-

16

安德利果胶采购果渣

款

2018年度往来明细

往来方 关联方 收到金额 收到日期 退回金额 退回日期 用途

白水安德利

安德利果胶

1,000.00

2018-1-

15

845.22

2018-1-

15

安德利果胶采购果渣

款

永济安德利 500.00

2018-1-

15

287.99

2018-1-

15

礼泉公司 500.00

2018-1-

15

367.05

2018-1-

16

注：2017 年 1月 13 日为星期五，由于周末银行转账不便，发行人于 2017

年 1月 16 日星期一退回了该笔资金。

报告期内， 安德利果胶与发行人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并持续向发行人

采购果渣等原材料。 2017-2018 年，发行人向安德利果胶销售商品的关联交

易金额分别为 3,767.99 万元和 764.36 万元。 发行人于收到安德利果胶单笔

采购款后，通常扣除货款余额后将多余货款返还给安德利果胶。

由于发行人与安德利果胶存在持续的果渣买卖交易，2018 年 1 月发行人

仍然存在与安德利果胶间的资金往来。

2019 年，发行人与安德利果胶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2）上述资金往来的程序、合规性及影响承担机制

上述发行人与安德利果胶的资金往来系基于常规的买卖业务背景， 发行

人收到资金后扣除采购款立即将多余资金归还于安德利果胶， 不存在资金占

用或输送利益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安德利果胶间的关联交易遵循

《2016-2018 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和《〈产品采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并按《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相关董事进行了回避。该资金往来未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的规

定。

（3）整改措施、相关内控建立及运行情况

①整改措施

发行人与安德利果胶间的资金往来系安德利果胶向发行人支付采购款，

发行人已于收到每笔款项后扣除货款归还了相应资金。

②相关内控建立及运行情况

针对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情形，发行人建立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具

体规定如下：

“第十三条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应

当严格限制占用公司资金。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公司为其垫支工

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第十四条 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使用：

（一）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二）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三）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四）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五）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六）中国证监会或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方式。 ”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未发生新增的关联方资金往来。

3、关联方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被担保方的关联方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提供担保的关联

方

贷款方

担保合同

金额

担保合同签

署时间

主债务

金额

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发

生或存续期间

借款开始日 借款到期日

山东安德利集团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4,000

2016-11-1

0

4,000

2016-11-1

0

2017-05-2

4

山东安德利集团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6,000

2016-11-2

3

6,000

2016-11-2

3

2017-05-2

3

山东安德利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5,000

2016-10-2

5

3,000

2016-10-2

6

2017-04-2

5

山东安德利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牟平支行

10,000

2016-11-1

1

4,000

2016-02-2

3

2017-02-2

2

3,000

2016-11-1

4

2017-11-1

3

4,000

2017-10-2

0

2018-10-1

9

山东安德利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牟平支行

2,000

2018-11-2

3

2,000

2018-11-2

7

2019-11-2

6

山东安德利集团

有限公司

恒生银行济南分行 3,000 2015-8-20 3,000

2016-10-2

1

2017-04-1

9

山东安德利集团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烟台南大街支

行

5,000

2016-11-0

4

50

2016-12-0

6

2017-06-0

5

3,000

2017-10-3

1

2018-03-2

0

山东安德利集团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烟台分行 5,000

2018-12-1

4

3,000

2018-12-1

4

2019-01-1

3

山东安德利集团

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烟台牟平支行 45,000

2016-06-2

0

8,900

2016-02-0

5

2017-02-0

4

注：上述担保类型均为连带责任保证。

报告期内，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关联方的担保。

（四）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履行程序情况

1、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重要关联交易均按《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按年度对关联交易出具了意见：

2018 年 3 月 12 日， 公司独立董事姜洪奇、 李炜和李同宁签署了

《Confirmation� of� continuing� connected� transactions� by�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directors》，对 2017 年度公司与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亨通热电有限公司、 安德利果胶和烟台新平建安工程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进行了确认，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019 年 3 月 6 日， 公司独立董事姜洪奇 、 李炜和李同宁签署了

《Confirmation� of� continuing� connected� transactions� by�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directors》，对 2018 年度公司与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亨通热电有限公司、 安德利果胶和烟台新平建安工程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进行了确认，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020 年 2 月 20 日， 公司独立董事姜洪奇 、 李炜和李尧签署了

《Confirmation� of� continuing� connected� transactions� by�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directors》，对 2019 年度公司与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亨通热电有限公司、安德利果胶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上述关联交易是公

允、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对 Mitsui�＆ Co.,�Ltd.�的关联交易

Mitsui�＆ Co.,�Ltd.（简称：日本三井）持有公司 5.96%H 股股份，根据香

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日本三井及其附属子公司不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日本三井及其附属子公司属

于本公司的关联方。 对此，公司对 2014-2018 年度内与日本三井的关联交易

进行了追认，审议通过了 2019-2021年每年度交易金额的上限。

2017 年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7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认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关联交易合法合规的议

案》；2018 年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17 年度

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关联交易合法合规的议案》；2019 年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认本公司 2018 年度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关联

交易合法合规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4-2018 年度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关联交易遵

循公平自愿原则，价格公允，符合交易当时法律法规及股份公司相关制度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2018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

日本三井及其附属公司 2019‐2021 年每年度交易额上限为 5,000 万元。

2019 年 11月 6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日本三

井及其附属公司 2019‐2021年每年度交易额上限提高至 9,000 万元。

3、避免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措施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统一企业、安德利果胶、日本三井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和从礼泉亿通热力、烟台亿通热电、烟台新平建安采购商品和劳务的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公司与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属于零星小额

业务。 除已经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方无其他业务往来，不存在关联

方为公司承担成本或代垫销售、管理费用的情形。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利

益输送的情形。

为规范关联交易、避免与关联方利益输送，公司依法制定了《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对

关联交易决策权力与程序予以明确规定，执行情况如下：

（1）与统一企业

根据上述制度，报告期内，公司与统一企业年度采购交易额经过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宗宜回避表决。

报告期内，根据 H 股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按年度对公司与统一企业

的关联交易出具意见，确认公司与统一企业关联交易是公允、合理的，未损害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 H 股年报中对外披露公司关联交易及关联交易情况，统一企业为公

司的关联方，接受监管和投资者监督。

（2）与日本三井

因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 公司 2017 年第六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及 2017 年临时股东大会将日本三井追认为公司的关联方， 并对

2014 年至 2017 年 1-6 月公司与日本三井的关联交易予以追认。 之后，公司

董事会在公司与日本三井的关联交易发生后定期对其进行了确认。 公司独立

董事按年度对该等关联交易出具意见： 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 价格公

允，符合交易当时法律法规及股份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在 2018 年 H 股年报中披露了与日本三井的

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公司审议通过了 2019-2021年每年度与日本三井

关联交易金额的上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后，将按照相关制度对与日本三井的

关联交易按照年度进行预计并提交审议， 对与日本三井的关联交易履行审批

程序。

（3）与其他关联方

根据上述制度，报告期内，公司向安德利果胶、统一企业、日本三井以外的

其他关联方销售果汁，购买餐饮住宿服务及采购混凝土均属于零星小额业务，

未达到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向礼泉亿通热力、烟台亿通热电采购商品的框架协议以及

向新平建安采购建筑安装服务的框架协议均经过公司董事会审批， 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根据 H 股相关要求，公司独立董事按年度对该等关联交易出具意

见，确认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允、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 H 股年报中对外披露公司关联交易及关联交易情况，其他关联方列

示为公司的关联方，接受监管和投资者监督。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1、董事

公司现有七名董事，分别为董事长及执行董事王安，执行董事张辉、王艳

辉，非执行董事刘宗宜，独立非执行董事姜洪奇、李炜、李尧。 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执

行董事三人，外部董事（指不在本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四人，外部董事包括

非执行董事一人及独立非执行董事 （指不在本公司内部任职且独立于本公

司股东的董事）三人；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根据需要，公司可以设副董事长

一至二人。 本届董事会董事任职期限为 2019 年 6 月 26 日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 各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1）王安，男，1963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

历。 王安先生为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山东省人大代表。 王安先生曾先后获

得各项奖项及荣誉包括：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统战系统先进个人、山东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山东省农业

产业化最具影响力十大杰出人物、烟台改革开放三十年希望之星、纪念中国

成立 60 周年影响烟台优秀民营企业家、山东（烟台）社会主义建设六十佳先

进人物之十佳经济风云人物等。 1991年 5 月至 2003 年 2 月以及 2003 年 7

月至 2004 年 9 月期间， 担任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养马岛度假村总经理；1993

年 8 月至 1994 年 7 月，担任中国北方工业烟台分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

安先生自 1996 年 3 月安德利有限设立时加入公司， 安德利股份成立后，王

安先生自 2001 年 6 月起担任董事，2010 年 12 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及执

行董事，现同时担任发行人控股股东 BVI 平安、BVI 东华、BVI 弘安、安德利

集团的董事。

（2）张辉，男，1972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工程师。张辉先生先后被评选为牟平区优秀共产党员，第九届烟台市十大

杰出青年企业家、烟台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现为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果蔬加工分会常务理事。 1988 年 8 月至 1990 年 9 月，担任牟平食品工业总

公司副总经理；1995 年 9 月至 1998 年 12 月， 担任烟台市牟平区新平土地

开发物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辉先生自 1998 年 12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生

产部主任，公司子公司总经理，公司总裁。 安德利股份成立后，张辉先生自

2001年 6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2009 年 6 月至今任执行董事兼总裁。

（3）王艳辉，男，1976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研究生学历，会计中级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7 年 8 月至 2001年 1月，

在烟台养马岛北方大酒店先后任出纳、会计；王艳辉先生 2001 年 2 月加入

本公司，先后任会计、多家附属公司主管会计、副经理、经理等职，2010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12 年 6 月至今同时任公司执行董事，2013 年 2

月至今同时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4）刘宗宜，男，1967 年 3 月出生，中国台湾，硕士学历。 刘宗宜先生

1996 年 7 月任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分析课长；2000 年， 任职国际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投资；2004 年起，任职于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金融

业务部经理；刘宗宜先生亦于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数个成员公司兼任总

经理 / 董事 / 监事，其中其任职的德记洋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台湾证券柜台买

卖中心的上柜公司， 现任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企

业，股票代码 1216）企业整合协理。 2009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5）姜洪奇，男，1966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研究生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级经济师。 姜洪奇先生 1997 年 3 月至

2002 年 11 月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经理及高级经理；2003 年加

入本公司，2003 年 5 月至 2010 年 5 月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07 年 5 月

至 2010 年 6 月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并于 2010 年 7 月至 2012 年 6 月担任

公司非执行董事；2010 年 5 月至今，任科瑞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6 年 5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6）李炜，男，1955 年 2 月出生，中国香港，本科学历。 李炜先生 1986

年 7 月至 1989 年 10 月，任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进口部总经理；1989 年 10 月

至 1995 年 10 月， 任银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1995 年 10 月至 1999

年 10 月，任银华国际发展集团的董事总经理，同时任利民实业有限公司（联

交所上市公司）董事；2002 年 2 月起，先后在香港、北京和深圳的多家广播

电台和电视台担任评论员或主持人；2007 年 8 月至今，同时担任伟仕控股有

限公司（联交所上市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2016 年 5 月至今，同时担任

前海健康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17 年 7 月至今，同时担任高科桥

光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16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7）李尧，男，1963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

究生学历。 李尧先生 1986 年 7 月至 1988 年 8 月任职于南昌市建设委员会

总工程师办公室；1989 年 9 月至 1993 年 6 月任职于世界银行公路贷款项

目江西省项目办公室；1995 年 8 月至 2003 年 7 月，任科瑞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事业部副总经理；2003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任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江西九华药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2009 年 11 月至今， 任上海瑞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

年 3 月至今，任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 年 6 月至今，任上海莱

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3 年 6 月至今，任上海松力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监事；2019 年 5 月至今，任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2、监事

公司现有三名监事，分别为戴利英、王坤、王志武，其中，戴利英为职工代

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本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职期限为 2019 年 6 月 26

日至 2021年 6 月 25 日。 各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1）戴利英，女，1964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中级教师职称。 戴利英女士 1988 年 7 月至 1997 年 6 月，在内蒙古第

一机械制造厂总务处第三幼儿园任园长；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6 月，在烟

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自 1998 年 7 月加入本公司，先后担任行政部副

主任、行政部主任及人力资源部主任；2014 年至 2019 年 9 月，担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及综合管理部主任；2016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

主席。

（2）王志武，男，1970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权，高中学

历。 王志武先生 1990 年 5 月至 1997 年 6 月，任职于牟平区水产供销公司；

1997 年 7 月加入本公司，2002 年 1 月至 2012 年 2 月， 先后担任本公司生

产部副主任、生产部主任、本公司附属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2012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 任本公司附属公司滨州安德利果汁饮料有限

公司总经理；2017 年 4 月起至今， 任永济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3）王坤，男，1981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

历。 2000 年 8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车间班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总裁助

理、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2015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任礼泉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历任白水公司董事长、 董事长兼总经

理；2018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

人员每届任期三年，连聘可以连任。 本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至 2021年 6 月 25 日。 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1）总裁

张辉，参见本节之“1、董事” 。

（2）副总裁

1）赵晶，女，1965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

历。 1992 年 1月至 1992 年 2 月，任职于牟平外经委外贸投资中心；1992 年

至 1997 年，任职于加拿大奈森（天津）钢制品有限公司；1997 年至 2003 年

8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03 年 9 月至 2010 年 12 月在山东福瑞达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任职；2011年 1月， 重新加入公司并负责国内外市场销售工作，

任公司副总裁。

注：赵晶已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退休离任，不在公司任职。

2）曲昆生，男，196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正高级工程师。 1997 年加入公司从事工艺技术研发、质量管理、主管生产

监控工作，2007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 曲昆生先生作为本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先后主持或组织实施了国家“十五” 科技攻关重大专项

中“苹果深加工关键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 、“十一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

大项目中的 “苹果果胶系列产品与优质苹果汁开发及产业化示范” 、“十二

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苹果综合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2013

年度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和 2013 年度山东省自主创新重大专

项等多项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3）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王艳辉，参见本节之“1、董事” 。

4、核心技术人员

（1）曲昆生，参见本节之“3、高级管理人员” 。

（2）孟秀芹，女，1976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 孟秀芹女士为第十三届山东省人大代表。 1996 年 7 月至 1997 年 6

月， 任烟台欣和食品有限公司分析检测员；1997 年 7 月至 2003 年 6 月，任

烟台源通果汁有限公司分析检测员；2003 年 6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分析检测

员、技术研发员、研发中心副主任等职位，现任本公司研发中心主任，为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的项目有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苹果浓缩清汁高效加工技术集成及产业化示范” 、 山东省自主创新专项项

目 “苹果生产专业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及苹果汁加工技术优化与应用示范”

等；参与制定企业标准 5 项，其中 2 项作为主持人；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的

浓缩果汁相关技术及产业化项目于 2012 年获得烟台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于

2013 年获得烟台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个人于 2019 年获得烟台市职工优秀技

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情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股情况

（1）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

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关系 持股方式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刘宗宜 非执行董事 直接持股 19.54 0.055

注：刘宗宜所持股份均为 H 股

（2）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

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关系 持股方式 持股数（万股） 比例（%）

王安 董事长 间接持股 9,090.95 25.39

张辉 总裁、执行董事 间接持股 863.52 2.41

王艳辉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执行董事 间接持股 400.00 1.12

赵晶 副总裁 间接持股 320.00 0.89

曲昆生 副总裁 间接持股 320.00 0.89

王坤 监事 间接持股 280.00 0.78

王萌 王安的女儿 间接持股 8,300.24 23.19

黄连波 孟秀芹的配偶 间接持股 280.00 0.78

王安通过安德利集团和 BVI 平安持有公司股权， 其持有安德利集团

90%股权、BVI 平安 90%股权； 张辉通过 BVI 平安和兴安投资持股公司股

权，持有 BVI 平安 10%股权、兴安投资 20%出资额；王艳辉、曲昆生、赵晶、

王坤均通过兴安投资持有公司股权， 四人分别持有兴安投资 20%、16%、

16%、14%出资额； 王萌通过 BVI 东华和 BVI 弘安持有公司股权， 其持有

BVI 东华 100%的股权，BVI 东华持有 BVI 弘安 100%股权。 孟秀芹的配偶

黄连波通过持有兴安投资 14%的出资额，间接持有公司股权。

除上述情况之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近三年一期股份

变动情况

（1）直接持股变动情况

除刘宗宜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持股的情况，

刘宗宜最近三年持股数量未发生变更， 但是持股比例因公司股本变化而变

动，具体如下：

时间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2019-12-31 19.54 0.055

2018-12-31 19.54 0.055

2017-12-31 19.54 0.055

（2）间接持股变动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

亲属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未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间接持股主体

2019-12-31/2018-12-31/2017-12-31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王安 安德利集团、BVI平安 9,090.95 25.39

张辉 BVI平安、兴安投资 863.52 2.41

王艳辉 兴安投资 400.00 1.12

赵晶 兴安投资 320.00 0.89

曲昆生 兴安投资 320.00 0.89

王坤 兴安投资 280.00 0.78

王萌

BVI东华、

BVI弘安

8,300.24 23.19

黄连波 兴安投资 280.00 0.78

合计 19,854.71 55.45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

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招股书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对外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与公司关系

王安 董事长

安德利集团 90.00 控股股东

BVI平安 90.00 控股股东

烟台昆嵛美术馆 100.00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个

人独资企业

烟台安德利美术馆 100.00

烟台安德利艺术馆 100.00

张辉 总裁、执行董事

BVI平安 10.00 控股股东

兴安投资 20.00 持股 5%以上股东

王艳辉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

书、执行董事

兴安投资 20.00 持股 5%以上股东

赵晶 副总裁 兴安投资 16.00 持股 5%以上股东

曲昆生 副总裁 兴安投资 16.00 持股 5%以上股东

李尧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上海瑞松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无

姜洪奇 独立非执行董事 北京国诚财智控股有限公司 16.67 无

王坤 监事 兴安投资 14.00 持股 5%以上股东

王坤 监事

烟台市牟平区珠鸿祥兴农业

专业合作社

0.42 无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与

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除以上列明的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薪酬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2019 年度在公司领取

薪酬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金额（元）

王安 董事长 50,000.00

张辉 总裁、执行董事 612,186.62

王艳辉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执行董事 246,556.00

刘宗宜 非执行董事 50,000.00

姜洪奇 独立非执行董事 50,000.00

李同宁 独立非执行董事注 1 25,000.00

李炜 独立非执行董事 50,000.00

李尧 独立非执行董事注 1 25,000.00

戴利英 监事会主席 233,928.15

王志武 监事 278,857.91

王坤 监事 248,042.59

赵晶 副总裁 215,053.15

曲昆生 副总裁、总工程师、核心技术人员 206,368.50

包振 核心技术人员注 2 132,777.67

孟秀芹 核心技术人员注 2 114,083.34

注 1： 李同宁自 2019 年 6 月起不再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尧自

2019 年 6 月起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注 2：包振自 2019 年 7 月起不在公司任职，孟秀芹自 2019 年 7 月起为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在公司享受其他待遇

和退休金计划。

2019 年，公司董事长除在发行人领取薪酬外，还在烟台安德利果胶股份

有限公司领薪。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兼职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人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单位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兼职单位 兼任职务

兼职单位与发行人关系

（除因任职产生的关系外）

王安 董事长

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控股股东

烟台安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烟台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报告期内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2019 年 2 月因股权转让

变为实际控制人施加重大影响

的企业

BVI东华 董事 控股股东

BVI平安 董事 控股股东

BVI弘安 董事 控股股东

烟台盛都体育健身有限公司 董事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的合营

企业

烟台养马岛安德利度假村有限公司 董事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烟台弘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山东安德利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烟台安德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北京荣宝斋画院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张辉

总裁、执

行董事

BVI平安 董事 控股股东

烟台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报告期内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2019 年 2 月因股权转让

变为实际控制人施加重大影响

的企业

刘 宗

宜

非 执 行

董事

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理 持股 5%以上股东的股东

统一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

统一数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

光泉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

光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

德记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

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张君雅社会福利

慈善事业基金会

董事 无

统一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

皇茗资本有限公司 董事 无

苏州工业园区华穗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董事兼总经

理;

无

上海顺风餐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

Huasui� Tomato� Investment�

Company

董事 无

皇茗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

SMS� Investment�Management�Co.,

Ltd.

董事 无

SMS�Capital�Management�Ltd. 董事 无

SMS�Capital�Co.,Ltd. 董事 无

SMS�Partners�Limited 董事 无

Woongjin�Foods�Co.,Ltd. 董事 无

Daeyoung�Foods�Co.,Ltd. 董事 无

Uni-president(Korea)�Co.,Ltd. 董事 无

华穗食品创业投资企业

联合管理委

员会副主席

无

姜 洪

奇

独 立 非

执 行 董

事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无

北京国诚财智控股有限公司 监事 无

李尧

独 立 非

执 行 董

事

上海瑞松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无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无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无

上海松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无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

李炜

独 立 非

执 行 董

事

伟仕控股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

董事

无

前海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

董事

无

高科桥光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

董事

无

曲 昆

生

副总裁、

总 工 程

师、核心

技 术 人

员

国家科技专家库 专家 无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果蔬加工分会 理事 无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果汁分会专

家委员会

委员 无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委员 无

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果品加

工专业委员会

委员 无

国家水果深加工科技创新联盟 秘书长 无

柑橘资源综合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技术委员会

委员 无

山东省饮料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 无

除上表所列项目外，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在公司以外的其他单位兼职。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 BVI 东华、 安德利集团、BVI 平安，BVI 弘安， 其中，

BVI 东华为第一大股东， 持有公司 65,779,459 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18.37%；安德利集团为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54,658,540 股股份，持股比例

为 15.27%；BVI 平安为第三大股东，持有公司 46,351,961 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 12.95%；BVI 弘安持有公司 17,222,880 股股份（H 股），直接持股比

例为 4.81%。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安、王萌父女，王安先

生通过安德利集团和 BVI 平安间接控制公司 28.22%股份， 王萌女士通过

BVI 东华和 BVI 弘安间接控制公司 23.18%股份，因此，王安和王萌间接控

制公司股份比例合计为 51.40%。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如下：

王安，男，1963 年 1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37061219630101****，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宁海大街 *** 号。 王安详细简历

参见本节之“（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之“1、

董事” 。

王萌，女，1988 年 2 月出生，加拿大籍，护照号 AB002***。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74,050,303 378,686,607 79,398,474

应收票据 2,944,118 6,119,488 9,003,656

应收账款 216,312,169 170,512,897 192,554,256

预付款项 4,676,890 2,756,252 3,081,104

其他应收款 86,037,197 728,620 42,047,494

存货 647,020,754 494,326,530 771,009,840

其他流动资产 20,342,931 28,843,320 51,348,620

流动资产合计 1,251,384,362 1,081,973,714 1,148,443,444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687,534,842 738,005,022 738,422,507

在建工程 2,442,322 6,263,653 121,660

无形资产 92,733,394 89,629,235 89,228,391

商誉 5,586,976 5,586,976 5,586,976

非流动资产合计 788,297,534 839,484,886 833,359,534

资产总计 2,039,681,896 1,921,458,600 1,981,802,978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表）

单位：元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50,000,000 170,000,000

应付账款 50,333,299 38,189,494 86,369,615

预收款项 - - 2,399,933

合同负债 1,068,781 3,916,109 -

应付职工薪酬 15,698,188 20,939,844 21,275,667

应交税费 2,667,443 9,772,668 11,003,249

其他应付款 16,807,137 17,949,193 12,445,942

流动负债合计 86,574,848 140,767,308 303,494,40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1,634,491 1,687,458 840,584

递延收益 39,000,000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0,634,491 1,687,458 840,584

负债总计 127,209,339 142,454,766 304,334,990

负债和股东权益(续)

股东权益：

股本 358,000,000 358,000,000 358,000,000

资本公积 17,291,715 17,291,715 17,291,715

盈余公积 128,215,585 107,581,973 107,111,132

未分配利润 1,408,965,257 1,296,130,146 1,195,065,141

股东权益合计 1,912,472,557 1,779,003,834 1,677,467,98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039,681,896 1,921,458,600 1,981,802,978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一、营业收入 838,127,337 1,067,584,808 901,041,170

二、减：营业成本 573,842,673 776,593,703 619,321,258

税金及附加 10,203,441 15,366,547 15,550,682

销售费用 44,780,834 91,211,827 69,877,455

管理费用 54,272,803 61,467,938 53,084,441

研发费用 2,416,545 2,153,292 1,855,651

财务费用 -6,467,940 -15,638,419 20,936,758

其中：利息费用 43,123 1,026,756 7,524,714

利息收入 4,529,494 162,730 425,062

加：其他收益 2,455,442 2,313,133 1,474,788

投资收益 10,063,052 7,384,819 2,802,323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1,899,684 1,153,260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79,304

信用减值损失 -426,620 -2,962,242 -

资产减值损失 387,519 -2,412,779 -36,916,073

资产处置损益 31,187 222,456 -1,522,774

三、营业利润 171,589,561 140,975,307 86,332,493

加：营业外收入 4,529 7,888 514,069

减：营业外支出 2,056,152 3,509,795 285,696

四、利润总额 169,537,938 137,473,400 86,560,866

减：所得税费用 269,215 137,554 135,643

五、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268,723 137,335,846 86,425,22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2,041,764

七、 综合收益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169,268,723 137,335,846 84,383,45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473 0.384 0.23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473 0.384 0.238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62,791,515 1,201,175,061 944,227,142

收到的税费返还 54,535,514 91,155,828 79,667,18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882,112 8,657,160 7,626,6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30,209,141 1,300,988,049 1,031,520,9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58,033,890 -628,381,886 -685,924,72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7,240,238 -56,551,050 -54,678,49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8,254,016 -43,565,824 -46,858,89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5,322,813 -124,925,040 -108,302,8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18,850,957 -853,423,800 -895,764,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58,184 447,564,249 135,756,03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金融资产收到的现金 5,291,430,000 4,310,671,400 1,989,604,982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0,063,052 7,384,819 5,718,800

处置固定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 494,599 23,536

处置子公司股权收到的现金净额 - 40,280,000 44,444,699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529,494 162,730 425,06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06,022,546 4,358,993,548 2,040,217,079

购买金融资产支付的现金

-5,291,430,

000

-4,310,671,

400

-1,936,292,

488

购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

金

-47,674,271 -46,960,544 -12,288,21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39,104,

271

-4,357,631,

944

-1,948,580,

7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081,725 1,361,604 91,636,37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70,900,000 272,8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50,000 1,825,000 35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50,000 72,725,000 273,150,000

偿还借款支付的现金 -50,090,000 -190,090,159 -459,193,660

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 -35,800,000 -35,800,000 -18,400,000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3,080 -1,916,518 -7,560,000

回购公司股份支付的现金 - - -39,744,04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5,963,080 -227,806,677 -524,897,7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913,080 -155,081,677 -251,747,7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000,317 5,443,957 -6,425,01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额 -104,636,304 299,288,133 -30,780,310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8,686,607 79,398,474 110,178,784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4,050,303 378,686,607 79,398,474

（二）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2 22.25 -152.2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0.90 245.39 161.5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 7.9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及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006.31 738.48 571.88

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损失 - - -291.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16 -350.19 22.84

小计 1,075.16 655.92 320.28

所得税影响额 -24.13 37.19 -16.14

合计 1,051.03 693.12 304.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411.17 13,040.47 8,3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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