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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有 6项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

证号

座落

面积

（m2）

土地用途

权利

性质

终止日期 他项权利

1 宝立食品

沪（2017）松字

不动产权第

035102 号（现变

更为沪（2021）

松字不动产权第

002998 号）

松江区洞泾镇沈砖

公路 5398 弄 3、4

号

52, 394.60 工业用地 出让

2056年 8 月 21

日

抵押

2 宝立食品

沪（2017）松字

不动产权第

035101 号（现变

更为沪（2020）

松字不动产权第

048929 号）

松江区茸兴路 433

号

17, 211.00 工业用地 出让

2052年 9 月 15

日

抵押

3 宝立食品

沪（2021）松字

不动产权第

011497 号

松江区洞泾镇沈砖

公路 5398 弄 5、6

号

52, 394.60 工业用地 出让

2056年 8 月 21

日

无

4 浙江宝立

浙（2019）嘉秀

不动产权第

0014006 号

嘉兴市秀洲国家高

新区，八字路北侧、

美盾路西侧

65, 366.00 工业用地 出让

2069年 1 月

14 日

抵押

5 上海宝润

沪（2017）金字

不动产权第

020721 号

金山区亭林镇南亭

公路 5588 号

22, 586.00 工业用地 出让

2062年 9 月 4

日

抵押

6 上海宝长

粤房地权证穗字

第 0950016104

号

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 1701 房

共有宗地 3,

980.91

住宅 出让

2071年 10 月

17 日

无

2、专利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有 8 项专利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号 类别 有效期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1

一种搅拌传动机

构及具有该结构

的搅拌罐

宝立食品 201920633838.2 实用新型 2019.5.9-2029.5.8 原始取得 无

2 一种粉体搅拌机 宝立食品 201920633839.7 实用新型 2019.5.9-2029.5.8 原始取得 无

3

一种真空上料粉

体搅拌机

宝立食品 201920633840.X 实用新型 2019.5.9-2029.5.8 原始取得 无

4

一种包装机及其

排气装置

宝立食品 201920654257.7 实用新型 2019.5.9-2029.5.8 原始取得 无

5

一种全封闭自动

粉料过筛除尘箱

宝立食品 201920656299.4 实用新型 2019.5.9-2029.5.8 原始取得 无

6

一种防滴料灌酱

机构及具有该机

构的灌酱机

上海宝润 201920630674.8 实用新型 2019.5.9-2029.5.8 原始取得 无

7

一种具有自动温

控检测功能的煮

锅

上海宝润 201920658778.X 实用新型 2019.5.9-2029.5.8 原始取得 无

8 包装盒 厨房阿芬 202030059334.2 外观设计 2020.2.25-2030.2.24 原始取得 无

注：根据厨房阿芬的说明，原“201830246989.3” 号外观设计专利“调味品包装瓶”实际未在厨房阿

芬的产品中得到应用，公司今后也无进一步的使用计划，厨房阿芬已出具自愿放弃该项专利权的声明，

并且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出具《手续合格通知书》，同意厨房阿芬放弃该专利权。

3、商标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有 151 项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4、域名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 3 项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域名 网站备案号 审核通过日期

1 宝立食品 bolex foods .com 沪 ICP 备 18043075 号 -1 2020.11.30

2 宝立食品 bolex foods .cn 沪 ICP 备 18043075 号 -2 2021.1.18

3 空刻网络 a irmeter.cn 浙 ICP 备 20024104 号 -1 2020.7.3

5、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有 5 项境内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著作权人 开发完成日期 首次发表日期

权利取得方

式

登记号 他项权利

1

宝立标准成本智

能化管控服务平

台 V1.0

宝立食品 2018.9.1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020SR072270

0

无

2

宝立产品性能批

量检验数据智能

采集处理系统

V1.0

宝立食品 2017.3.7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020SR072123

8

无

3

宝立设备远程操

作智能协调控制

系统 V1.0

宝立食品 2017.3.15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020SR072271

0

无

4

宝立质量追溯产

业供应链综合化

管理系统 V1.0

宝立食品 2018.4.16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020SR072270

5

无

5

宝立配方卡打印

设备智能化操作

控制系统 V1.0

宝立食品 2016.12.19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020SR072144

7

无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

1、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为臻品致信。

公司控股股东臻品致信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目前未从事其他经营业务活动。 截至本摘要签署

日，臻品致信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实际经营业务

1 上海臻观

臻 品 致 信 持 有 其

99.00%股权

企业管理，商务咨询、财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

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从事信息科技、电

子科技、计算机科技、智能化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从事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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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投资

2 四川宝翔

臻品致信控制的上海

臻观持有其 67.00%股

权

企业总部管理；社会经济咨询；会计、设计及税务

服务；市场调查；技术推广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房地产租赁经营。

房屋出租

公司与臻品致信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1）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

马驹、胡珊、周琦、沈淋涛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未在公司以外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除控制宝立食品及其控股子公司外，马驹、胡珊、周琦、沈淋涛及其近亲属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出资）比例 经营范围 实际经营业务

是否存在与公司

利益冲突的情形

与发行人及子公

司是否从事相同

或相似业务

1 宝矩投资

马 驹 持 股

99.00% ， 杨雪琴

（马驹配偶）持股

1.00%

服务：资产管理，实业投资，

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

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

理财等金融服务）， 投资咨

询（期货、证券除外），企业

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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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平台 否 否

2 宝钰投资

马驹出 资 1.00%

（任执行事务合伙

人）， 马驹控制的

宝 矩 投 资 出 资

24.00%

服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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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投资 否 否

3

上海基快

富贸易有

限公司

马 驹 持 股

60.00% ，2000 年

11 月被吊销，尚未

注销

香精，香料，服装，皮革及橡

胶制品，化工原料（除危险

品），日用百货，金属材料，

汽摩配件，建材，办公用品，

五金交电（除专营），批发，

零售，信息服务，附分支一

个

无 否 否

4

上海磐瑞

投资有限

公司

胡 珊 持 股

49.00% ，胡珊配偶

持股 51.0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 （咨询类项目除经

纪），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

示服务（除展销），景观设

计，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工

程，市政工程（工程类项目

凭许可资质经营），建材、花

卉苗木、 五金交电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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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投资 否 否

5

深圳市龙

虎鑫投资

顾问有限

公司

胡 珊 姐 姐 持 股

99.00%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

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文化活动

策划；信息咨询（以上均不

含证券、保险、基金、银行、

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

其它限制项目）

实业投资 否 否

6

上海淑离

企业营销

策划中心

胡珊配偶的姐姐

持股 100%

企业营销策划， 会务服务，

翻译服务，商务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

调查 （不得从事社会调查、

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

测验），旅游咨询（不得从

事旅行社业务），法律咨询，

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

账），电子商务（不得从事

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从事

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

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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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咨询 否 否

7

上海逸启

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

周 琦 持 股

50.00% ，周琦配偶

持股 5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创业

空间服务；品牌管理；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

务；广告设计、制作；市场营

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企业形象策划；酒店

管理；物业管理；电子科技、

计算机网络科技系统专业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办公服务 否 否

8

上海逸祺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周 琦 持 股

49.00% ，周琦配偶

持股 51.00%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商务

咨询，创意服务，汽车配件、

五金机电、建筑材料、电子

产品、办公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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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投资 否 否

9

上海逸臻

投资管理

事务所

周 琦 配 偶 持 股

100.00%

投资管理咨询 （除金融、证

券），商务咨询，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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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投资 否 否

10

上海财晟

软件有限

公司

周 琦 配 偶 持 股

95.00%

计算机软件的研发、 制作，

销售自产产品（除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并

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计算

机网络工程技术的研发，计

算机系统集成的设计、调

试、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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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软件的

研发、制作、销

售

否 否

11

上海月华

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

周 琦 配 偶 持 股

100.00%

商务咨询，企业管理，投资

咨询（除金融、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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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咨询 否 否

12

上海财源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周琦及其配偶控

制的上海逸祺持

股 68.60%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 汽车零部

件，工程机械设备，五金制

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

险品），办公自动化设备，通

讯器材，仪器仪表，电缆，金

属材料及制品，建筑材料的

销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及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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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投资 否 否

13

上海财通

坤田汽车

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周琦及其配偶控

制的上海财源持

股 62.00% ， 周琦

持股 6.50%

汽车销售，汽车配件，百货，

五金机电，金属材料，仪器

仪表， 计算机软硬件 （销

售），二类机动车维修（小

型车辆维修）， 保险兼业代

理业务，汽车专业的四技服

务，停车场库经营，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餐

饮服务，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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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销售及维

修

否 否

14

上海财大

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周琦持股 31.68%，

周琦及其配偶顾

逸臻控制的上海

逸祺持股 41.68%

计算机软件的研制、 开发、

销售、技术安装、技术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 国内贸易

（除专项审批）， 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电信业务，代理记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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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软件的

研制、开发、销

售

否 否

15

上海乔萌

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

顾昀（周琦之子）

持股 70.00% ，周

琦持股 10.00%

体育赛事策划，文化艺术交

流策划， 公关活动策划，企

业形象策划，设计、制作各

类广告， 展览展示服务，体

育咨询，体育经纪，自有设

备租赁 （除金融租赁）；销

售：体育用品，体育器材，文

化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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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活动相关

策划

否 否

16

上海财通

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周琦及其配偶顾

逸臻控制的上海

财 源 持 股

56.00% ，周琦持股

3.75% ，2016 年 12

月被吊销，尚未注

销

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

摩托车、 工程车及配件、金

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仪器仪表的销售 , 经济

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经营】

汽车销售 否 否

17

杭州勋远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沈 淋 涛 持 股

88.24% 、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

券、期货）、实业投资、受托

资产管理。

股权投资 否 否

18

浙江策信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沈淋涛控制的杭

州 勋 远 持 有

68.00%股份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信

息咨询（除代理记账）。

股权投资 否 否

19

杭州臻品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沈淋涛控制的浙

江 策 信 持 有

70.00%股份

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

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

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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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投资 否 否

20

杭州臻远

创业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沈淋涛控制的臻

品资产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

股权投资 否 否

21

杭州臻钰

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沈淋涛控制的浙

江策信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

股权投资 否 否

22

嘉兴暖流

慧言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沈淋涛控制的浙

江策信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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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投资 否 否

23

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

信添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沈淋涛控制的暖

流慧言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股权投资 否 否

（2）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的企业是否存在与公司利益冲突的情形、是否存在与公司及其子

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填写的情况调查表，同时核查了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企业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财务报表，取得了上述人员及企

业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公开网络途径查询了上述关联企

业基本信息、股权结构等，核查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并对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进行了访谈，认定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时，已经审慎核查并完整地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

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部关联企业。

经核查，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全资或控股的上述企业不存在与公司利益冲突的情形，不存在与

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3、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臻品致信、实际控制人马驹、胡珊、周琦和沈淋涛已向公司出具不可撤销的《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

（1）公司控股股东臻品致信承诺：

“（1）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目前并没有，未来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及

其下属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会在中国境内和

境外，以任何形式支持第三方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和境外，以其他形式介入（不论

直接或间接） 任何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若本企业或本企业控制的企业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企业

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不开展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若本企业或本企业控制的企业

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参与或投资任何可能会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给予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优先发展权；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

偿由此给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造成的损失；

（4）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不再拥有发行人及其下属

子公司的控制权为止；

（5）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生效后即构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

（2）实际控制人马驹、胡珊、周琦、沈淋涛承诺：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目前并没有，未来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及

其下属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会在中国境内和

境外，以任何形式支持第三方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和境外，以其他形式介入（不论

直接或间接） 任何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若本人或本人控制的企业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企业将不开展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若本人或本人控制的企业有任何商业机

会可从事、参与或投资任何可能会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及本人控

制的企业将给予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优先发展权；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

此给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造成的损失；

（4）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再拥有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

司的控制权且本人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为止；

（5）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生效后即构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

（二）关联交易情况

1、报告期内经常性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和商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惠越贸易 葡萄柚、调味酸菜等 - 0.26 20.32

占当年营业成本比例 - 0.00% 0.04%

厨房阿芬 空刻意面、阿芬捞饭等 14.68 27.82 2.71

咸亨股份 腐乳和黄酒礼盒 - 9.91 -

小 计 14.68 37.72 2.71

占期间费用比例 0.06% 0.34% 0.02%

注 1：厨房阿芬于 2021 年 4 月起纳入发行人的合并范围，上表中厨房阿芬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数

据为 2021 年 1-3 月交易数据。

注 2：期间费用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1）惠越贸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惠越贸易采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采购明细 采购数量（公斤） 采购金额（元） 采购单价（元 /公斤）

2019年

泡萝卜 106.00 919.29 8.67

泡红辣椒 22.00 85.67 3.89

泡酸菜 120.00 398.23 3.32

调味酸菜碎碎 27, 528.00 201, 845.84 7.33

2020年

泡萝卜 200.00 1, 734.51 8.67

泡红辣椒 18.00 110.45 6.14

泡酸菜 240.00 770.97 3.21

惠越贸易设立以来主营业务为境外厂商肠衣在中国的代理销售，同时从事其他进口食品原材料的

贸易业务，其具有较为丰富的境外采购经验。报告期内，公司临时通过惠越贸易采购生产或研发所需的

原材料。

2019 年发行人从惠越贸易临时性采购少量调味酸菜，2020 年发行人从惠越贸易临时性采购少量

泡菜和泡萝卜，均用于满足研发需求，交易金额较小，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2021 年，发行人

与惠越贸易未发生业务往来。

综上，发行人与惠越贸易的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交易金额较小且为临时性采购，对发行人的经营

业绩影响较小，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2）厨房阿芬

厨房阿芬的主要产品包括空刻意面、 厨房阿芬捞饭和捞面等轻烹食品，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1-3 月发行人按市场价格从厨房阿芬采购空刻意面， 用于业务招待， 采购金额分别是 2.71 万元、

27.82 万元和 14.68 万元，占当期费用的比例较小，具有商业合理性。 2019 年至 2021 年 1-3 月，公司

向厨房阿芬采购空刻意面和捞饭的平均价格分别为 13.72 元 /盒和 15.00 元 /盒， 与厨房阿芬线上销

售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3）咸亨股份

咸亨股份主要生产腐乳、酱油、酱菜、黄酒等调味食品。 2020 年发行人按市场价格从咸亨股份采购

少量腐乳礼盒和黄酒礼盒等，用于业务招待，采购金额为 9.91 万元，占当期费用的比例较小，具有商业

合理性，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目前，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采购和关联交易制度。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公司关联采

购金额占营业成本和当期费用的比例较小，不存在依赖关联方采购的情形。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厨房阿芬 复合调味料、轻烹料理酱包 13.73 1, 713.16 292.87

胡珊 空刻意面 1.88 - -

上海逸祺 厨房阿芬捞面 1.66 - -

梁冬允 空刻意面 0.68 - -

上海逸启 空刻意面 0.28 - -

任铭 空刻意面 0.01 - -

合计 18.24 1, 713.16 292.87

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0.01% 1.89% 0.39%

注：厨房阿芬于 2021 年 4 月起纳入发行人合并范围，上表中厨房阿芬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数据为

2021 年 1-3 月交易数据。

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为厨房阿芬的组装和仓储服务商，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但考虑到报告

期内存在厨房阿芬指定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从发行人处采购产品后经组装再销售给厨房阿芬的情形，

因此将发行人与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之间与厨房阿芬产品相关的销售比照关联销售披露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交易内容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无问西东 轻烹料理酱包 5, 361.78 6, 677.18 -

大连夯食 轻烹料理酱包 - 9.19 -

合计 5, 361.78 6, 686.37 -

上述交易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3.40% 7.39% -

1）厨房阿芬、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

①合作背景

2019 年 11 月，厨房阿芬推出新品氢刻意面（后更名为“空刻意面” ），由公司提供轻烹料理酱包、

欧芹撒粉和蒜香油包等轻烹解决方案产品。 在双方合作初期，厨房阿芬直接从发行人处采购产品。

2020 年初受疫情影响，轻烹食品受到市场欢迎，空刻意面成为互联网意面品牌爆款，销售量快速

增加。厨房阿芬为了将工作重心集中于品牌推广和市场开拓，同时保障产品生产和库存管理质量，提升

整体发货效率，厨房阿芬计划在国内寻求组装和仓储服务商并覆盖主要区域市场。经过考察，公司最终

选择与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开展合作，其中无问西东覆盖国内南方地区，大连夯食覆盖国内北方地区。

②合作模式

A.发行人收购厨房阿芬前

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是厨房阿芬的组装商和仓储服务商，为厨房阿芬提供组装、仓储和发货一站

式服务。 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将意面、轻烹调理酱包等产品组装后形成终端产品“空刻意面” ，并根据

厨房阿芬的订单需求安排仓储发货。

为便于原材料管理和货款结算，厨房阿芬指定无问西东直接向发行人采购轻烹料理酱包等产品来

进行组装并发货，之后厨房阿芬再与无问西东一并结算原材料采购款、组装费和仓储费等款项。由于无

问西东直接从发行人处进行采购，因此发行人直接与无问西东签订合同并进行货款结算，但采购价格

和采购量由厨房阿芬与发行人协商确定。

大连夯食是厨房阿芬在国内北方地区的组装、仓储和发货服务商，发行人对大连夯食仅在合作前

期存在零星直接销售，之后为便于货款结算，统一由无问西东向发行人采购轻烹料理酱包等产品后发

运至大连夯食进行组装。

B.发行人收购厨房阿芬后

2021 年 4 月厨房阿芬纳入发行人合并范围后，为简化财务核算，宝立食品不再对无问西东直接销

售。 合作模式变更为送料加工模式，即由厨房阿芬向发行人采购轻烹料理酱包等产品后发运至无问西

东和大连夯食，并委托其进行组装、仓储和发货。 因此，发行人收购厨房阿芬后，发行人（包括厨房阿

芬）与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仅结算组装费和仓储费等。 同时随着厨房阿芬被纳入发行人的合并范围，

发行人与厨房阿芬之间的交易为合并范围内的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③相关合作具备商业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发行人对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不存在依赖

宝立食品、无问西东、大连夯食和厨房阿芬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展开合作，其中宝立食品借助多年来

复合调味料及轻烹解决方案研发经验，负责意面酱料及其他调味料开发生产，厨房阿芬经营团队通过

线上和线下渠道打造空刻意面品牌，并将工艺简单、附加值低、占地面积及人员集中度高的组装、仓储

和发货的业务外包至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等。 因此，相关合作具备商业合理性和必要性。

同时，由于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所提供的组装、仓储和发货服务在工艺和业务方面均较为简单，不

存在行业壁垒，可替代性较强，因此，发行人对其不存在依赖。

④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的利益输送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厨房阿芬相关主体（包括无问西东和大连夯食）销售同类产品的定价相同，无

问西东和大连夯食接受厨房阿芬委托向宝立食品采购和销售的定价原则为平进平出，因此将发行人对

厨房阿芬相关主体销售合并列示后与其他轻烹解决方案客户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万元 /吨

交易对方

2021年 4-12 月 2021年 1-3 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单价 金额 单价 金额 单价 金额 单价

厨房阿芬相关主体 13, 518.93 3.33 5, 395.62 3.55 8, 399.53 3.41 289.75 2.93

其他轻烹客户 10, 111.29 3.18 2, 356.56 2.80 5, 055.05 2.93 3, 977.99 2.92

A .对厨房阿芬相关主体定价

发行人对厨房阿芬及相关主体销售的产品主要系用于空刻意面的轻烹料理酱包，相同料理酱包定

价不存在差异，且在收购前后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厨房阿芬和无问西东销售的主要产品的平均单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万元 /吨

对厨房阿芬相关主体销售的主

要产品

2021年 4-12 月 2021年 1-3 月 2020年度

金额 单价 金额 单价 金额 单价

经典意大利风味番茄肉酱 6, 555.29 2.77 1, 931.04 2.77 2, 662.91 2.63

黑胡椒牛柳意面酱 3, 024.63 5.22 1, 836.06 5.22 2, 530.69 5.20

奶油培根配白葡萄酒提香意面

酱

1, 597.59 3.28 470.57 3.28 966.29 3.11

东南亚风情咖喱配土豆鸡肉意

面酱

1, 051.86 2.74 438.34 2.74 815.68 2.74

法式红酒配图林根风味香肠意

面酱

261.21 3.19 122.67 3.19 405.64 3.17

丹麦手撕猪肉配红烩肉酱 251.71 3.01 91.40 3.01 29.32 3.01

合计 A 12, 742.29 4, 890.08 7, 410.53

对厨房阿芬相关主体销售产品

总额 B

13, 476.78 5, 375.51 8, 399.53

上述主要产品占对厨房阿芬相

关主体销售 产 品 总 额 比 例

C=A/B

94.55% 90.97% 88.23%

报告期内，空刻意面相关的轻烹料理酱包的单价基本保持稳定，黑胡椒牛柳意面酱的单价较高主

要系该产品原材料使用牛肉成本较高所致。

B.对其他轻烹解决方案客户定价对比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其他轻烹解决方案客户的平均单价与对厨房阿芬相关客户的平均单价相比不

存在重大差异，略有差异主要系不同单价产品的销售占比存在差异所致。

综上，发行人对厨房阿芬、无问西东、大连夯食的销售具备公允性，且报告期价格稳定，不存在对发

行人或关联方的利益输送的情形。

2）上海逸祺和上海逸启

上海逸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逸祺” ）和上海逸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逸启” ）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周琦及其配偶控制的公司，主营业务分别为股权投资和企业

办公服务。 2021 年，上海逸祺、上海逸启因举办年会需要向厨房阿芬采购空刻意面和厨房阿芬捞面，价

格主要参考厨房阿芬对线下经销商的销售价格，定价具有公允性，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的利益输

送的情形。

3）胡珊、任铭和梁冬允

胡珊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任铭为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梁冬允为公司副总经理。

2021 年，胡珊、任铭和梁冬允从厨房阿芬采购空刻意面用于个人消费和礼品赠送，价格主要参考厨房

阿芬对线下经销商的销售价格，定价具有公允性。

（3）支付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 发行人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分别为 507.18 万元、

512.68 万元和 763.81 万元。关键管理人员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包括工资、奖金和福

利等。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763.81 512.68 507.18

2、报告期内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担保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项目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上海臻观 宝立食品 23, 000.00 短期借款 2018/11/15 2021/11/15 是

宝立食品 浙江宝立 10, 000.00 长期借款

本合同生效之

日

最后一期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两年

否

报告期内，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流动性的需求。 公司向银行进行短期和长期借款。 2018 年 11 月，

上海臻观作为保证人与交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上海臻观为宝立食品 2018 年 11 月 15 日

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期间与交通银行之间借款提供最高保证担保， 最高担保债权金额为 23, 000 万

元，2018 年和 2019 年共使用 9, 000 万元额度，2020 年开始公司与交通银行之间的借款不再使用该担

保。

2019 年，浙江宝立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建设所需资金规模较大，浙江宝立与中国银行嘉兴秀洲支行

签署借款协议，金额为 10, 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57 个月。 宝立食品作为保证人，与中国银行签署保证

合同，为浙江宝立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2）关联方资金往来

1）关联资金拆出

①2019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本金 利息 本金 利息

其他应收款 臻致食品 - 501.23 - - - 501.23

其他应收款 惠越贸易 2.63 200.00 3.02 200.00 - 5.65

2019 年 7 月，公司与臻致食品、臻品资产签订咸亨股份定向投资协议，约定臻致食品以 4.095 亿

元收购咸亨股份 63%的股权，宝立食品认缴臻致食品 15%的出资份额，共计出资 6, 142.50 万元, 其中

3, 000.00 万元作为股权出资款，3, 142.50 万元以无息借款的方式作为债权出资。参与本次投资的各出

资人均照同样的出资结构同步出资，故 2019 年 7 月，公司支付了第一期投资款，金额为 3, 501.23 万

元，其中 3, 000 万元为股权出资款，剩余 501.23 万元为无息借款，未计提相关利息。

2019 年，因经营临时性周转需要，惠越贸易累计向公司借款 200 万元，并在当年度向公司偿还了

借款本金。 2019 年末，公司对惠越贸易的其他应收款金额为 5.65 万元，为应收利息费用。

②2020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本金 利息 本金 利息

其他应收款 臻致食品 501.23 2, 764.13 19.52 3, 265.36 19.52 -

其他应收款 惠越贸易 5.65 150.00 0.92 150.00 6.57 -

（下转 A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