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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113      股票简称：浙江东日    公告编号：2018-057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经营管理温州

市鹿城区黎明路农贸市场等九家社区农贸市场暨签订

《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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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与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

议》，受托经营管理其持有的鹿城黎明路农贸市场、鹿城兴文里农贸

市场、鹿城黄龙农贸市场、南浦农贸市场、鹿城下吕浦农贸市场、新

田园农贸市场、上田农贸市场、鹿城大南门农贸市场和新南塘农贸市

场 9 家社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管理期限自 2018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0 年 10月 23日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累计发生过的关联交易为 

1921.11 万元（主要系公司租赁现代农贸城一期（批发市场部分）场

地租赁费用）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菜篮子集团”）为公司间

接控股股东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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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其合法持有鹿城黎明路农贸市场、鹿城兴文

里农贸市场、鹿城黄龙农贸市场、南浦农贸市场、鹿城下吕浦农贸市

场、新田园农贸市场、上田农贸市场、鹿城大南门农贸市场和新南塘

农贸市场 9 家社区农贸市场（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的经营管理权，

从事前述社区农贸市场的运营管理业务。 

为整合内部管理资源，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菜篮子集团拟将标

的资产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委托给公司行使。委托期内管理费根据本公

司运营管理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分段计提。 

鉴于本次交易对方是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有关

法律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公司本次与菜篮子集团拟签署的《委

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温州菜

篮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经营管理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路农贸市场等九

家社区农贸市场暨签订<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车磊、李根美、鲁爱民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关

联董事杨作军先生、南品仁先生、黄育蓓女士、鲁贤先生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704322788A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李少军 

5、注册资本：68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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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立日期：1998年 8 月 3日  

7、住所：浙江省温州市十七中路 31 弄 15 号 

8、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定型包装食品（含冷冻和冷藏

食品）、非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含冷冻和冷藏食品）、直接入口的散

装食品（含冷冻和冷藏食品）、食品冷藏储存；片剂、原料药的生产；

禽类屠宰、加工、销售（以上经营项目限分公司经营）；初级农产品、

食用农产品、副食品、其他日用百货销售（含网上销售）；自有房产

出租；农贸市场的租赁和管理；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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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东情况：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菜篮子

集团 100%的股权。 

10、菜篮子集团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均保持独立性。 

11、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菜篮子集团未经审

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为 136,683.61 万元，净资产为 92,975.31

万元，营业收入为 6641.63 万元，净利润为 185.69 万元。 

（二）与关联人的关系  

菜篮子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截至

公告日，现代集团间接持有公司 48.97%的股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菜篮子集团持有的鹿城黎明路农贸市场、鹿

城兴文里农贸市场、鹿城黄龙农贸市场、南浦农贸市场、鹿城下吕浦

农贸市场、新田园农贸市场、上田农贸市场、鹿城大南门农贸市场和

新南塘农贸市场 9 家社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权，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营业面积 

（平方米） 
商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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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大南门农贸市场 12640 
肉禽蛋、水产品、副

食品、蔬菜、水果 

温州市鹿城黄龙农贸市场 3200 
肉禽蛋、水产品、副

食品、蔬菜 

温州市南浦农贸市场 3360 
肉禽蛋、水产品、副

食品、蔬菜 

温州上田农贸市场 2100 
肉禽蛋、水产品、蔬

菜、水果、副食品 

温州现代新南塘农贸市场 933.19 
肉禽蛋、水产品、蔬

菜、水果、副食品 

温州新田园农贸市场 2311 
肉禽蛋、水产品、副

食品、蔬菜、水果 

温州市鹿城兴文里农贸市场 1200 
肉禽蛋、水产品、副

食品、蔬菜、水果 

温州市鹿城下吕浦农贸市场 1491.32 
肉禽蛋、水产品、蔬

菜、副食品 

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路农贸市场 1679 
肉禽蛋、水产品、蔬

菜、副食品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 

各方经协商后同意，委托期内管理费根据本公司运营管理所产生

的经济效益计提（因标的资产为非独立核算单位，其净利润以内部管

理报表为准），具体按照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段

计提。比例如下：净利润额为 500万元（含）以下，按 10%计提；净

利润为 500 万元（不含）以上 1,000万元（含）以下，超过 500万元

部分按 8%计提；净利润为 1,000 万元（不含）以上 2,000 万元（含）

以下，超过 1,000 万元部分按 5%计提；净利润超过 2,000 万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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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000万元部分不再计提托管绩效。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菜篮子集团签订的《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甲方为：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为：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一）委托事项 

1、甲方委托乙方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管理期限内全面负责标的

资产的运营管理工作，并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管理费。 

2、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管理期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

得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任何第三方。 

（二）委托管理期限 

1、委托管理期限为自 2018 年 10 月 24日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 

2、委托管理期内，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甲方不得提前终止本

协议。 

（三）委托管理费 

1、委托管理费。双方确认，委托期内管理费根据乙方运营管理

标的资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计提托管费用，具体按照标的资产每年经

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段计提（因标的资产为非独立核

算单位，其净利润以内部管理报表为准），比例如下：净利润额为 500

万元（含）以下，按 10%计提；净利润为 500 万元（不含）以上 1,000

万元（含）以下，超过 500 万元部分按 8%计提；净利润为 1,000 万

元（不含）以上 2,000 万元（含）以下，超过 1,000 万元部分按 5%

计提；净利润超过 2,000万元，超过 2,000 万元部分不再计提托管绩

效。 

2、委托管理费的支付。委托管理费由甲方承担，托管费用按年

支付，根据标的资产年度净利润按本协议第三条第 1 款约定的比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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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在标的资产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90 天内支付至乙方指定银行帐户。 

（四）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1、本协议至委托管理期届满时终止。 

2、双方确认，本协议有效期满前，如乙方拟购买标的资产的，

则自标的资产完成交割之日起（完成交割的具体时点由甲乙双方届时

签署的书面协议确定）本协议自动终止，委托管理费支付至标的资产

完成交割当月为止，未满一个月的仍应支付一个月管理费。 

（五）争议解决方式 

1.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当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菜篮子集团为有效避免与公司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有效履

行现代集团作出的关于避免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承诺，拟通过签署

《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将标的资产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委托给公

司行使。 

本次公司拟与菜篮子集团签署《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有利

于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定价

合理，没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本

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负责受托管理运营标的资产并收取委托管理费，委托管理费

与标的资产的经营收益相关但不承担任何亏损。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温州菜

篮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经营管理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路农贸市场等九

家社区农贸市场暨签订<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的议案》， 由于菜篮

子集团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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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公司独立董事车磊、李根美、鲁爱民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予以认可；关联董事杨作军先生、南品仁先生、黄育蓓女士、鲁贤

先生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董事会进行审议表决之前，独立董事审阅该议案的相关情况后，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菜篮子集团签署《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有利于

解决公司与关联方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有利于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

法权益。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