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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主要的关联采购交易的定价政策如下所示：
序号 类型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政策

1 采购 山东春雪、益春种禽 采购雏鸡 鸡病专业网上烟台地区鸡苗中间价

2 采购 山东春雪 采购淘汰种鸡 参考淘汰蛋鸡的价格，双方协商定价

3 采购 太华食品 采购辅料 按市场价

4 采购 太华食品 采购调理品 按春雪食品、太元食品上月同品名产品非关联销售均
价的97.39%

5 采购 太华食品 采购生鲜品 按市场价

6 采购 太华食品 委托加工
按太元生产同类产品的当月加工费成本*（1+太元上
年销售同类产品的毛利率），如果上年毛利率为负数

按照0%计算。

7 采购 中科春雪 采购辅料 按市场价

8 采购 莱阳禾嘉 采购饲料添加剂 按市场价

发行人主要采购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价，或者按照成本加成率计算，定价
政策公允。

（3）采购关联交易的变动趋势
与2018年相比，2019年春雪食品向山东春雪采购金额有所减少， 主要因

为2019年山东春雪出售种鸡资产后，春雪食品不再向山东春雪采购雏鸡。
太华食品2018年3月停产、2019年10月停止销售，故发行人与太华食品的

关联交易金额从2019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2020年发行人向中科春雪采购的辅料金额有所上升， 主要由于相关产品

的产量有所增加。 从2020年5月开始，发行人仅向中科春雪零星采购辅料。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采购关联交易总金额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收入占比 金额 收入占比 金额 收入占比

山东春雪食品
有限公司

销售饲料 - - 791.94 0.41% 4, 500.63 2.80%

销售生鲜品、调理品 1.65 0.001% 10.41 0.01% 63.34 0.04%

销售辅料 2.17 0.001% 0.69 0.00% 0.12 0.00%

烟台益春种禽
有限公司

销售饲料 - - 2, 550.44 1.31% - -

销售包装 - - 0.1 0.00% - -

烟台太华调理
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生鲜品、调理品 - - 1, 300.75 0.67% 10, 132.71 6.34%

销售辅料、包装 - - 472.57 0.24% 2, 693.41 1.68%

加工费 - - 423.34 0.22% 2, 508.21 1.56%

水电气及维修费 - - 6.14 0.00% 132.21 0.08%

贸易代理服务 - - 85.53 0.04% 493.15 0.31%

山东中科春雪
食品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销售生鲜品、调理品 283.52 0.152% 164.59 0.09% 33.02 0.02%

销售辅料、包装 29.15 0.016% 37.21 0.02% 70.22 0.04%

水电气及维修费 22.60 0.012% 27.57 0.01% 16.18 0.01%

莱阳市五龙鹅
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销售包装 0.45 0.0002% 0.6 0.00% - -

销售饲料 - - - - 1.88 0.00%

莱阳禾嘉生物
饲料有限公司

销售鸡副产品 430.23 0.231% 402.54 0.21% 448.1 0.28%

水电气及维修费 142.90 0.077% 169.61 0.09% 205.98 0.13%

总计 912.68 0.490% 6, 444.01 3.32% 21, 299.15 13.32%

注：占比为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主要销售关联交易内容及必要性
①向山东春雪销售饲料
原山东春雪从事种鸡饲养业务，2018-2019年主要向春雪养殖采购种鸡饲

料。 山东春雪种鸡饲料配方自行研制，出于保护商业秘密、降低运输成本等方
面的考虑，在出售种鸡业务前，全部向春雪养殖采购。

②向山东春雪销售生鲜品、调理品
报告期内，山东春雪不生产鸡肉生鲜品、调理品，故每年向春雪食品、太元

食品采购少量的生鲜品、调理品用于职工福利。
③向益春种禽销售饲料
山东春雪将种禽资产出售给益春种禽后， 益春种禽饲养种鸡需要的饲料

从春雪养殖采购。
④向太华食品销售生鲜品和调理品
太华食品出于产品质量控制等方面的考虑， 生产鸡肉调理品所需的生鲜

鸡块全部从春雪食品采购。
由于某些类别调理品仅在春雪食品有生产，太华食品为促进交易、方便客

户，根据客户需求向春雪食品采购其生产的调理品。
⑤向太华食品销售辅料、包装
太华食品所需包装大部分为定制， 春雪食品设立的包装厂能较好的满足

太华食品的定制需求、数量需求和质量要求，因此报告期内太华食品向春雪食
品采购包装。

太华食品、太元食品、春雪食品使用的辅料种类差异不大，在太华食品辅
料不足时，向春雪食品、太元食品以市场价格采购辅料。 另外，太华食品委托太
元食品加工时，为简化原料运输、交接等环节，太元食品一般使用自有的辅料，
并将生产使用的辅料以销售的方式与太华食品结算， 导致报告期内存在向太
华食品销售辅料等关联交易。

⑥接受太华食品委托生产
太华食品在产能满足不了客户需求时， 会将一部分产品委托给太元食品

加工，支付相应的加工费。
⑦向太华食品收取水电费等
太华食品工厂与春雪食品原工厂距离较近，共用水表、电表，每月春雪食

品缴纳水电费后，根据内部水表、电表结算金额，向太华食品收取费用。
⑧向太华食品收取贸易代理服务费
太华食品从事出口业务的人员较少， 而烟台商贸是较为专业的贸易出口

公司，因此太华食品主要委托烟台商贸出口鸡肉调理品，并向烟台商贸支付贸
易代理服务费。

⑨向中科春雪销售生鲜品、调理品
中科春雪生产调味品需要鸡脂。 中科春雪工厂与春雪食品工厂距离近，故

报告期内中科春雪生产调味品所需鸡脂主要从春雪食品购买。
⑩向中科春雪销售辅料、包装
春雪食品生产需要大量辅料，相比小批量采购，价格上更有优势，故中科

春雪所需辅料较少，其根据生产需求，向春雪食品以原价购买辅料。
中科春雪所需包装大部分为定制， 春雪食品设立的包装厂能较好的满足

中科春雪的需求，因此报告期内中科春雪向春雪食品采购包装。
?向中科春雪、莱阳禾嘉收取水电费
报告期内中科春雪、莱阳禾嘉与春雪食品宰杀工厂距离近，共用水表、电

表，春雪食品缴纳水电费后，向中科春雪收取代垫的费用。
?向莱阳禾嘉销售鸡副产品
莱阳禾嘉生产饲料添加剂的主要原料之一为鸡毛，鸡毛运输不便，运输成

本对于鸡毛成本影响较大。 莱阳禾嘉与春雪食品生产工厂距离近，较好的解决
了运输问题，同时春雪食品也提高了鸡副产品的利用率，因此报告期内存在春
雪食品向莱阳禾嘉销售鸡副产品的关联交易。

?向莱阳禾嘉销售生鲜品
2017年、2018年莱阳禾嘉试制肉骨粉，由于莱阳禾嘉、春雪食品的工厂距

离较近，运输方便，生产所需的鸡肠、鸡半背等生鲜品从春雪食品采购。
（2）销售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春雪食品主要的关联销售定价依据情况如下：

序号 类型 对方公司 交易内容 定价政策

1 销售 山东春雪、益春种禽 出售种鸡料
按成本测算法计价：即春雪养殖按上月份销
售社会肉鸡料的成本利润率作为成本加成

率，计算当月种鸡料价格依据。

2 销售 山东春雪 销售调理品 当月非关联方同类产品的平均价

3 销售 太华食品 辅料、包装 按市场价

4 销售 太华食品 受托加工
发行人当月加工费成本*（1+太元食品上年
同类产品的毛利率），如果上年毛利率为负数

按照0%计算。

5 销售 太华食品、中科春雪、莱阳禾嘉 水电气及维修费 按市场价

6 销售 太华食品 销售生鲜品 参考市场同类连锁快餐类原料价格，并考虑
深加工费用定价

7 销售 太华食品 销售调理品 按春雪食品、太元食品上月同品名产品非关
联销售均价的97.39%

8 销售 太华食品 贸易代理服务 参考贸易行业毛利率确定

9 销售 中科春雪 销售辅料、包装 按照市场价格

10 销售 中科春雪 销售生鲜品、
调理品 按照市场价格

11 销售 莱阳禾嘉 销售鸡毛 按照市场价格

发行人主要采购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价，或者按照成本加成率计算，定价
公允。

（3）销售关联交易的变动趋势
报告期内，春雪食品与山东春雪、益春种禽关联销售逐年减少，主要是因

为2019年山东春雪将益春种禽股权对外转让，出售了种鸡资产，不再需要向春
雪食品子公司春雪养殖采购饲料。

报告期内，春雪食品与太华食品的关联销售逐年减少，主要是因为太华食
品2018年3月停产、2019年10月停止销售。

报告期内，中科春雪鸡精生产规模有所上升，向春雪食品采购的鸡皮鸡脂
等生鲜品的金额有所上升；由于鸡皮鸡脂是中科春雪生产的主要原料，预计未
来春雪食品向中科春雪的关联销售将呈现小幅上涨趋势。

报告期内莱阳禾嘉的羽毛粉产量较为稳定， 向春雪食品采购的鸡毛等副
产品呈小幅波动，预计春雪食品向莱阳禾嘉的关联销售将持续稳定。

3、关联租赁情况
（1）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0年确认的租赁收入 2019年度确认的租赁收入 2018年度确认的租赁收入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仓库 - - 27.97

合计 - - - 27.97

2018年太元食品向太华食品出租了一部分冷库， 主要是为了节省运输成
本，太华食品委托太元食品生产的产品放置于太元仓库。 租赁费按照市场价格
计算，价格公允。

（2）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0年确认的租赁费 2019年度确认的租赁费 2018年度确认的租赁费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办公区域 46.63 40.23 27.43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宿舍 101.03 101.03 101.03

合计 - 147.66 141.26 128.46

报告期内，春雪食品没有自建的办公楼及宿舍，均向山东春雪租赁，向山
东春雪支付租赁费。 该办公楼及宿舍可以确保发行人长期使用，租赁费按照市
场价格计算，租赁价格公允，该项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资产完整性和独立性不构
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偶发性关联交易
1、资产的关联转让及采购
（1）转让资产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时间 资产账面价值 处置损益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出售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2018年度 0.69 0.01

合计 - - 0.69 0.01

（2）采购资产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购入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249.40 - - -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商标 0.00 - - -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商标 - - 0.00 0.00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购入固定资产- 运输工具 - - 31.84 -

合计 - 249.40 - 31.84 -

太华食品停产后， 春雪食品向其购买了一部分尚可使用的生产设备。 另
外，2018年、2020年，发行人无偿受让了山东春雪、太华食品的商标。

2、关联担保情况
（1）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1, 200 2017/ 4/ 1 2018/ 3/ 31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3, 000 2017/ 2/ 22 2018/ 2/ 21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太元食
品有限公司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2, 133 2017/ 7/ 28 2018/ 7/ 27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2, 000 2017/ 2/ 21 2018/ 2/ 20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1, 200 2018/ 3/ 30 2019/ 3/ 29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3, 000 2018/ 2/ 9 2019/ 2/ 8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太元食
品有限公司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3, 026 2018/ 6/ 29 2019/ 6/ 10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2, 000 2018/ 1/ 5 2019/ 1/ 3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1, 200 2019/ 2/ 28 2020/ 2/ 27

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8, 450 2018/ 10/ 24 2020/ 11/ 21

（2）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郑维新、姜波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000.00 2019- 9- 18 2020- 11- 18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郑维新、姜波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690.00 2020- 3- 19 2020- 10- 14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郑维新、姜波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790.00 2017- 3- 16 2020- 3- 16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郑维新、姜波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300.00 2017- 5- 23 2020- 5- 10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郑维新、姜波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000.00 2016- 8- 30 2019- 9- 11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000.00 2016- 11- 18 2024- 1- 1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000.00 2019- 11- 22 2020- 11- 11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00.00 2020- 3- 19 2024- 3- 17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郑维新、姜波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600.00 2020- 11- 4 2023- 11- 2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郑维新、姜波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300.00 2020- 10- 30 2023- 11- 16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郑维新、姜波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000.00 2020- 9- 8 2023- 9- 6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郑维新、姜波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9, 950.00 2014- 6- 26 2019- 6- 25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维新、姜波 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6, 000.00 2020- 6- 17 2024- 6- 16

陈飞、徐红云 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7, 000.00 2020- 3- 30 2023- 3- 28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担保，主要是为银行贷款做的保证担保。
3、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拆借时间 拆入金额 拆出金额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2018年度 20, 099.67 22, 767.65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度 24, 144.85 21, 563.77

公司与山东春雪、太华食品之间存在关联方资金拆借，主要用于日常生产
经营。 2020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资金拆借。

发行人与太华食品存在大额资金拆借的主要原因包括：1、 太华食品银行
贷款委托支付给春雪食品， 贷款到期时太华食品向春雪食品借入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资金往来超过了正常货款往来，形成了资金拆借；2、发行人委托养殖
等业务缺少资金时，向太华食品借入资金补充现金流。

（五）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及变化情况
1、应收票据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 - - - 20.00 -

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票据的余额较小。
2、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 - - - 1, 505.56 75.28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 - 3.87 0.19 924.91 46.25

山东中科春雪食品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2.59 0.13 4.11 0.21 3.03 0.15

莱阳禾嘉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62.88 3.14 114.93 5.75 109.86 5.49

烟台益春种禽有限公司 - - 651.76 32.59

合计 65.47 3.27 774.67 38.73 2, 543.36 127.17

公司应收山东春雪的款项主要为春雪养殖销售饲料产生的， 应收太华食
品的款项主要是销售生鲜品产生，由于2018年末山东春雪、太华食品公司运营
资金较为紧张，未向春雪食品及时付款，导致年末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公司对益春种禽仅在2019年存在饲料销售，因此在2019年年末存在应收
账款。

3、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 - - - 2, 581.08 129.05

合计 - - - - 2, 581.08 129.05

公司2018年末向太华食品拆出资金余额为2,581.08万元， 主要用于太华
食品的经营。

4、预付款项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 - - - 722.94 -

合计 - - - - 722.94 -

2018年12月31日，烟台商贸向太华食品预付722.94万元货款，用于采购调
理品。

5、应付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 - 43.75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 58.68 -

莱阳禾嘉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 - 2.04

姜秋梅 - - 3.87

莱阳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 0.96

合计 - 58.68 50.62

6、其他应付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莱阳禾嘉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15.00 15.00 15.00

合计 15.00 15.00 15.00

禾嘉生物向春雪食品采购鸡毛、鸡脂等材料，向春雪食品缴纳了保证金。
7、合同负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0.13 - -

合计 0.13 - -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1、经常性关联交易影响分析
（1）经常性采购、销售关联交易
2018年-2020年， 经常性采购关联交易总额占营业成本的比例为6.29%、

1.84%及0.24%，占比较小，呈现下降趋势；经常性销售关联交易占营业收入比
例为13.32%、3.32%及0.49%，呈现下降趋势。 2018年经常性销售关联交易的
占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向山东春雪销售种鸡饲料、向太华食品销售了生鲜品、
调理品所致。

公司业务、资产、机构、财务、人员独立，不存在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山东
春雪已出售种鸡资产、太华食品已注销，经常性采购、销售关联交易逐年减少；
公司对于经常性采购、销售关联交易制定了明确的定价方法，交易价格公允；
故经常性采购、销售关联交易对于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关联租赁
公司向山东春雪租赁了办公场所和宿舍楼，租赁价格公允，金额较小，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偶发性关联交易影响分析
（1）资产的关联转让及采购
2020年，公司向太华采购的机器设备，金额较小，对于公司财务状态和经

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关联方资金拆借
2018年-2019年，公司与山东春雪、太华食品存在资金拆借用于经营生产，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公司与山东春雪、 太华食品的资金拆借已经全部结
清，对于公司财务状态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3）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山东春雪、太华食品、太元食品等存在相互担保的情况，

全部为向银行贷款时发生的担保。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外
担保。

除上述已披露交易外，报告期内未发现其他关联交易。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及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履行了批准、审议程序并获得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出具的审核意见为： 公司审议关

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定价合理，关联交易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公司利润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之
情形，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名，独立

董事3名。 公司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每届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
连选连任。 公司董事会成员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1 郑维新 董事长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2 王克祝 董事、总经理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3 孙玉文 董事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4 陈飞 董事、副总经理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5 李颜林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6 缪振钟 董事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7 王宝维 独立董事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8 杨克泉 独立董事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9 李在军 独立董事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本届董事会成员的简历如下：
1、郑维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3年6月出生，专科学历。

1975年9月至1978年7月， 就职于莱阳县粮食储运站；1978年7月至1981年3
月，就职于莱阳县谭格庄粮所；1981年3月至1990年9月，就职于莱阳县粮食局
储运股，先后担任业务员、副股长、股长；1990年9月至1994年5月，担任莱阳市
养殖工程筹建处、莱阳市养殖公司经理、总支部书记；1994年6月至1997年10
月，莱阳市肉禽集团公司担任经理、总支部书记；1997年11月至2000年3月，山
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担任总经理、总支部书记；2000年4月至2006年3月，山东
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总支部书记；2006年4月至2009
年6月， 山东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总支部书记；2009年7月至
2017年7月，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总支部书记；2017年8月至
今，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支部书记；2016年7月至2020年

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总支部书记；2020年6月至今，春雪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2、王克祝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1月出生，中专学
历。 1983年7月至1992年5月，就职于莱阳市赤山粮所；1992年6月至1994年4
月，莱阳市养殖公司担任统计员；1994年5月至1996年7月，莱阳市肉禽集团公
司担任财务科长；1996年8月至1997年10月，莱阳市肉禽集团公司担任企管科
长、经理助理；1997年11月至2000年3月，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担任企管科
长、经理助理；2000年4月至今，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2016年
7月至2020年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2020年6月至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

3、孙玉文先生：196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1989年7月至1992年7月，原烟台机械局莱动总厂担任企业管理干部；1992年8
月至2002年6月， 原烟台大学华隆实业总公司担任总经理；2001年12月至今，
上海众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担任法人、总经理；2005年3月至今，东华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兼职MBA客座教授；2006年7月至今，众科国际顾问集团有限公司担
任执行董事、总经理；2009年7月至今，上海大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法人、
执行董事、总经理；2013年12月至2019年10月，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前身担任董事；2016年6月至今，河北莱恩清洁热能工程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2016年12月至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2019年4月至今，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2016年8月至
2020年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董事，2020年6月至今，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4、陈飞先生：197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1994年7月至1998年12月，就职于莱阳市农业局；1999年1月至2000年4月，山
东吉龙集团公司担任综合科长；2000年5月至2002年7月， 同济大学经管学院
MBA中心学习；2002年9月至2016年6月，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市
场部经理、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人力资源总监；2016
年7月至2020年5月， 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兼综合事务部总监
和人力资源总监；2020年6月至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

5、李颜林先生：197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1991年7月至1994年5月，莱阳市养殖公司第二肉鸡场担任财务科长；1994年6
月至1995年5月， 莱阳市肉禽集团第二肉鸡场担任财务科长；1995年6月至
1997年10月，莱阳市肉禽集团公司担任财务科副科长；1997年11月至2000年3
月，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先后担任财务科副科长、企管科副科长；2000年4月
至2016年6月，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企管部经理、董事、副总经理兼
管理部经理、种禽事业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项目部经理、行政副总经理、董
事兼行政副总经理；2016年7月至2020年5月， 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行政总监；2020年6月至今，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6、缪振钟先生：198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
历。 2007年12月至2013年9月，就职于南京证券；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江
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担任投资经理助理；2014年2月至今， 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投资经理、投资副总监、投资总监。 2020年6月至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7、王宝维先生：1959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 1982年7月至今，青岛农业大学留校任教；1987年8月至1992年7月，青岛农
业大学担任畜牧实验站站长；1992年8月至1994年7月， 担任青岛农业大学畜
牧兽医系动物生产教研室主任，期间赴美国海兰国际蛋鸡育种公司、爱拔益加
肉鸡育种公司和衣阿华州立大学等地考察学习；1994年8月至1997年7月，青
岛农业大学担任畜牧兽医系副主任；1997年8月至2002年7月， 青岛农业大学
担任畜牧兽医系主任，期间赴浙大进修肉品学；2003年8月至2005年7月，青岛
农业大学担任动物科技学院院长；2005年8月至2018年1月， 青岛农业大学担
任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2003年1月至今，兼任世界家禽学会会员，中国家
禽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优质禽育种与生产学会副
理事长，山东省食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水禽专业委
员会理事长，青岛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 2008年至今，国家水禽产业技
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王宝维先生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8、杨克泉先生：1967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
1994年7月至2001年8月，河北经贸大学担任企业系讲师；2001年9月至2004年
6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博士研究生；2004年7月至2012年1月，上
海立信会计学院担任副教授；2012年2月至2014年5月， 国辰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担任投资总监；2015年6月至今，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担任副教
授。 2004年至今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上海市“育才奖”的获得者。杨
克泉先生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9、李在军先生：196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1985年7月至1988年12月，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担任外销
员；1989年1月至1997年8月，海南省联合贸易公司担任外销员、北京办事处负
责人；2000年8月至2006年2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2006年2月
至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任合伙人。 李在军先生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监事会成员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 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 设监事会主席1
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 公司监事由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或更换，每届
任期三年。 监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公司监事会成员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1 王磊 监事会主席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2 吕高峰 监事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3 贾喜杰 监事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本届监事会成员的简历如下：
1、王磊先生：197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5年7月至1997年10月， 莱阳市肉禽集团公司担任会计；1997年11月至
2000年3月， 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先后担任会计、 主管会计；2000年4月至
2016年6月，山东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主管会计、食品事业部财务
科长、养殖事业部财务科长、考核与信息化部经理、信息化部经理；2016年7月
至2020年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信息化部经理；2020年6月至今，春
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信息化部经理、监事会主席。

2、吕高峰先生：197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6年9月至1997年10月，莱阳市肉禽集团公司担任第一种鸡场会计；1997年
11月至1998年12月，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担任第一种鸡场会计；1999年1月
至2000年3月，山东春雪食品集团担任第二种鸡场会计；2000年4月至2016年6
月，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第二种鸡场会计、基地事业部会计、食品
事业部会计、养殖财务科科长；2016年7月至2020年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
司担任养殖财务科科长；2020年6月至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养
殖财务科科长、监事。

3、贾喜杰女士：1981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2年9月至2008年2月，莱阳市公安局万第派出所担任户籍协管员；2008年3
月至2008年8月， 就职于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2008年9月至2017年12
月，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营销中心销售内勤、文化办内刊编辑、人
力资源部助理、人力资源部经理；2018年1月至2020年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限
公司担任人力资源部经理；2020年6月至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
人力资源部部长、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10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1 王克祝 董事、总经理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2 陈飞 董事、副总经理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3 李颜林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4 黄仕敏 副总经理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5 李磊 副总经理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6 徐建祥 副总经理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7 郑钧 副总经理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8 张吉荣 生产总监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9 郝孔臣 财务总监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10 刘贤帅 营销总监 2020年5月23日- 2023年5月22日

1、王克祝先生：现任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董事介绍。
2、陈飞先生：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详见董事介绍。
3、李颜林先生：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董事介绍。
4、黄仕敏先生：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2年7月至1996年2月，就职于桂林威达集团市场部；1996年4月至1998年2
月，就职于富士康CP事业处企划部；1998年4月至2006年3月，深圳思创集团担
任总裁办主任、副总裁；2006年4月至2009年12月，深圳粮食集团经营分公司
担任副总经理；2010年1月至2012年8月， 香港清华同方有限公司担任企划总
监；2012年9月至2017年8月，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运营管理总监、副总
经理；2017年9月至2020年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20年
6月至今，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5、李磊先生：1971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1990年11月至1994年5月， 莱阳市养殖公司科员；1994年6月至1997年10月，
就职于莱阳市肉禽集团公司；1996年8月至1997年10月，莱阳市肉禽集团公司
兼任团总支副书记；1997年11月至1998年12月， 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兼任
团总支副书记；1998年2月至1999年5月， 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饲料厂先后
担任副厂长、厂长助理兼车间主任；1999年6月至2000年3月，山东春雪食品集
团公司饲料厂担任副厂长；2000年4月至2016年6月， 就职于山东春雪食品有
限公司，历任饲料厂厂长、销售部经理、冷藏加工部经理、副总经理；2016年7月
至2020年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20年6月至今，春雪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6、徐建祥先生：196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
历。 1998年7月至2004年1月，就职于华南理工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2004
年2月至2006年6月， 中外合资阳江市港阳香化企业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
2006年8月至2014年7月，正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中国区）食品事业研发中心
担任助理副总裁；2014年8月至2016年6月，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副总
经理；2016年7月至2020年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20年
6月至今，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7、郑钧先生：198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5年4月至2007年3月，就职于日本诚信株式会社；2007年8月至2016年6月，
就职于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历任青岛事务所所长、国际贸易部经理、总裁
助理、营销总监；2016年7月至2020年5月，就职于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历
任营销总监、副总经理；2020年6月至今，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
经理。

8、张吉荣先生：1973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
历。 1995年1月至1997年10月， 就职于莱阳市肉禽集团公司；1997年11月至
2000年3月，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先后担任职工、加工厂净膛车间挂鸡班班
长；2000年4月至2001年12月，山东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加工厂净
膛车间挂鸡班班长、加工厂宰杀车间主任；2002年1月至2010年1月，烟台太华
调理食品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车间主任、生产部长、副经理；2010年2月至2013
年12月，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调理品部经理、 冷藏加工部经理；
2014年1月至2020年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加工部经理、计划
采购部经理、生产副总监、生产总监；2020年6月至今，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担任生产中心生产总监。

9、郝孔臣先生：1968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1990年7月至1990年10月， 就职于莱阳外贸绣品厂；1990年10月至1992年12
月，莱阳外贸地毯厂担任财务科长；1993年1月至1998年1月，莱阳市对外贸易
公司担任财务副科长；1998年2月至2000年3月，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会计；
2000年4月至2016年6月，就职于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历任食品事业部财
务科科长、审计部经理、财务总监；2016年7月至2020年5月，莱阳春雪食品有
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2020年6月至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
总监。

10、刘贤帅先生：1976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 1999年10月至2016年6月，就职于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历任兽药厂科
员、国际销售部业务员、综合科长、冷藏加工二厂副厂长、生品营销部经理、国
内销售部经理；2016年7月至2020年5月， 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国
内业务一部经理、营销副总监、营销总监；2020年6月至今，春雪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担任营销中心营销总监。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
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直接持股数（万股）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合计持股
比例

1 郑维新 董事长 1, 462.395 9.75% 16.98% 26.72%

2 王克祝 董事、总经理 - - 3.88% 3.88%

3 孙玉文 董事 - - 2.13% 2.13%

4 陈飞 董事、副总经理 - - 0.66% 0.66%

5 李颜林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 1.45% 1.45%

6 王磊 监事会主席 - - 0.34% 0.34%

7 吕高峰 监事 - - 0.05% 0.05%

8 黄仕敏 副总经理 - - 0.28% 0.28%

9 李磊 副总经理 - - 1.18% 1.18%

10 徐建祥 副总经理 - - 0.59% 0.59%

11 郑钧 副总经理 - - 0.38% 0.38%

12 张吉荣 生产总监 - - 0.39% 0.39%

13 郝孔臣 财务总监 - - 0.59% 0.59%

14 刘贤帅 营销总监 - - 0.64% 0.64%

15 徐淑芹 核心技术人员 - - 0.11% 0.11%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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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对外投资企业 持股比例

郑维新 董事长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45.15%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62%

潍坊市同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7%

王克祝 董事、总经理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3.27%

潍坊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37%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83%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31%

孙玉文 董事

上海大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9.00%

河北莱恩清洁热能工程有限公司 8.00%

上海众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0.00%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3.00%

潍坊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76%

陈飞 董事、副总经理

潍坊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92%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18%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7%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0.41%

李颜林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潍坊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5%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1.31%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18%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16%

杨克泉 独立董事
上海鲲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0%

北京凯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

郝孔臣 财务总监

潍坊市同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6%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5%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83%

郑钧 副总经理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33%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5%

王磊 监事会主席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0.41%

潍坊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92%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83%

吕高峰 监事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83%

莱阳市通达投资有限公司 30.00%

黄仕敏 副总经理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7%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5%

李磊 副总经理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33%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97%

徐建祥 副总经理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33%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2%

张吉荣 生产总监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0%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2%

刘贤帅 营销总监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16%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2%

徐淑芹 核心技术人员
潍坊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83%

潍坊市同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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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不
存在利益冲突。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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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薪酬情况
2020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在公司领取薪

酬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从公司领取薪酬（万元）

1 郑维新 董事长 0

2 王克祝 董事、总经理 69.78

3 孙玉文 董事 0

4 陈飞 董事、副总经理 56.95

5 李颜林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7.91

6 缪振钟 董事 0

7 王宝维 独立董事 3.6

8 杨克泉 独立董事 3.6

9 李在军 独立董事 3.6

10 王磊 监事会主席 20.40

11 吕高峰 监事 20.71

12 贾喜杰 监事 18.38

13 黄仕敏 副总经理 57.30

14 李磊 副总经理 57.66

15 徐建祥 副总经理 58.23

16 郑钧 副总经理 57.08

17 张吉荣 生产总监 45.97

18 郝孔臣 财务总监 51.96

19 刘贤帅 营销总监 53.00

20 蒋建斌 核心技术人员 7.60

21 李海霞 核心技术人员 39.75

22 柳京俊 核心技术人员 19.78

23 徐淑芹 核心技术人员 19.93

24 薛梅 核心技术人员 7.13

25 邹德友 核心技术人员 7.42

在公司任职领薪的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均按国
家有关规定享受保险保障。 除此之外，上述人员未在公司享受其他待遇和退休
金计划。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兼职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在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单位的主要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的

关系

郑维新 董事长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公司的控股股东

莱阳市五龙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莱阳禾嘉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控股股东的参股子公司

山东中科春雪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司控股股东的
子公司

潍坊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股东

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王克祝 董事、总经理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公司的控股股东

山东中科春雪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青岛春雪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公司全资子公司

陈飞 董事、副总经理
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全资子公司

潍坊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股东

李颜林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的控股股东

黄仕敏 副总经理
深圳市思创电气有限公司 董事 -

深圳市思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 -

郑钧 副总经理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的控股股东

烟台春雪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全资子公司

郝孔臣 财务总监 潍坊市同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股东

孙玉文 董事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

上海大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

上海众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股东方、执行董事 -

河北莱恩清洁热能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 -

众科国际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

杨克泉 独立董事

北京瑞诺世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

南通易恒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监事 -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北京凯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 -

吕高峰 监事 莱阳市通达投资
有限公司 监事

公司股东潍坊市春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

李磊 副总经理 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全资子公司

李在军 独立董事
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缪振钟 董事

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

烟台一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 -

山东盛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除上述对外兼职情况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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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情况。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相互间的亲属关系
董事长郑维新与副总经理郑钧为父子关系，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相互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山东春雪。 山东春雪直接持有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6.03%股份， 为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大股东，且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未超过20%，山东春雪实际控制人郑维新担任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山东春雪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名称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维新

成立时间 2000年04月11日

注册资本 2186.70万元

实收资本 2186.70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莱阳市富山路382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东省莱阳市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水果的收购、储藏加工和销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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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五龙鹅原种繁育推广销售；
鹅蛋、鹅苗销售；调味品的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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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郑维新先生通过山东春雪控制公司36.0300%股份，通过华元投资控制公
司5.1620%股份，单独持有公司9.7493%股份，合计控制公司50.9413%股份，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另外， 郑维新先生为同丰投资的有限合伙人， 并持有
7.07%合伙份额，同丰投资直接持有发行人1.83%股权。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上接C6版）

（下转C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