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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5       证券简称：新华传媒        编号：临 2016-019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投资（交易）标的名称：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投资（交易）金额：5,000 万元人民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

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介绍 

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中译语通”）成立于 2009 年，主营

跨语言大数据综合服务，系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控股的下属业务实体。依托母公

司最早开展翻译及语言服务的业务资源，中译语通目前拥有海量的翻译数据资源

积淀，可同步分析处理 32 种外国语言的大数据信息，覆盖 992 个机器翻译语言

方向，32 亿句语料库等。 

中译语通拟于近期实施 B 轮融资，按照 10 亿元人民币（以下简称“元”）

投前整体估值，计划募资金额 2.49 亿元。目前，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发行集团”）、上海文化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文化产业基金”）等均有意参与本次融

资。 

（二）本次交易安排 

根据中译语通要约，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参与中译语通本次融资，合计投资 5,000 万元（其中受让老股东股权 918.79

万元，B 轮融资 4,081.21 万元）。 

本次股权投资分为两步操作，一是老股转让，二是 B 轮增资。具体如下： 



 2 

1、老股转让 

中译语通老股东上海腾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腾星”）、青岛联宇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联宇”）以每一元注册资本 16 元的价格各转

让部分股权，合计约 4,480 万元。其中，公司拟认购 918.79 万元，认购后占比为

1.32%。其他认购方分别为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上海简理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新华发行集团、宁波朝乾卓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老股转让前，中译语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33,040,000 76.15 

2 上海腾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700,000 13.13 

3 青岛联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650,000 10.72 

合计 43,390,000 100.00 

本次老股转让后，中译语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1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33,040,000 76.15 

2 上海腾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900,000 8.99 

3 青岛联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650,000 8.41 

4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792,454 1.83 

5 上海简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9,368 1.45 

6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574,241 1.32 

7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574,241 1.32 

8 宁波朝乾卓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9,696 0.53 

合计 43,390,000 100.00 

2、B 轮融资 

按照中译语通整体评估值投前 10 亿元，此次增资 2.49 亿元。综合中译语通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的盈利预测情况，本次 B 轮融资的价格为对应增资

完成后注册资本数的 23 倍即每一元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为 23 元。公司以出资入

股的方式投资 4,081.21 万元，投后占比增加至 4.33%。 

根据北京立信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拟增资项目评估报告》（参见附件），本次增资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

基准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中译语通采用收益法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价值为 100,105.71 万元（已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增值

92,131.65 万元，增值率 1,155%。以前述评估值为依据，各方同意本次增资资金

合计 2.49 亿元，中译语通每一元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为 23 元，折合为中译语通

的注册资本计 10,826,087 元，超过注册资本金的溢价部分 238,173,913 元计入中

译语通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译语通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4,21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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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增资方本次增资金额、对应的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金额

（元） 

对应注册资

本（元） 

计入资本公

积（元） 

1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56,320,739 2,448,728 53,872,011 

2 上海简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730,122 1,944,788 42,785,334 

3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40,812,141 1,774,441 39,037,700 

4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40,812,141 1,774,441 39,037,700 

5 
上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0,000,000 2,173,913 47,826,087 

6 
宁波朝乾卓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324,857 709,776 15,615,081 

合计 249,000,000 10,826,087 238,173,913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译语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元） 

占注册资本的

比例（%） 

1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33,040,000 60.94 

2 上海腾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900,000 7.19 

3 青岛联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650,000 6.73 

4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3,241,182 5.98 

5 上海简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74,156 4.76 

6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2,348,682 4.33 

7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348,682 4.33 

8 上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73,913 4.01 

9 宁波朝乾卓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9,472 1.73 

合计 54,216,087 100.00 

（三）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鉴于新华发行集团和上海文化产业基金均系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细则指引》和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本次关联交易毋须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核准后实施。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一）上海腾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4 月 12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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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25.00 万元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 20 号 209-6 室 

经营范围：网络科技、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图文设计制作，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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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腾星的股东为韩志毅、赵卫青和佘勇。上海腾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青岛联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31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于德兵 

注册资本：3,050 万元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智力岛路 1 号创业大厦 B 座三层 306 室（集中

办公区）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创业项目投资管理及咨询，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理理财等金融业务）。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青岛联宇的股东为于德兵和陈莉。青岛联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9 月 22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剑峰 

注册资本：26,644 万元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331 号 20 层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教用品、

建材、金属矿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国内运

输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会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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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发行集团 2015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 940,453.59 万元，净资产 363,268.48

万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8,441.86 万元，净利润 13,358.57 万元。 

新华发行集团的股东为上海报业集团、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新华书店投资有限公司。新华发行集团系公司的母公

司，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四）上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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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2 年 9 月 3 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通创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 91 号 6 幢 3 楼 310 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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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文化产业基金 2015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 201,751.87 万元，净资产

201,665.02万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4,263.84万元，净利润 2,636.04万元。 

公司董事、总裁诸巍先生兼任该有限合伙企业之执行事务合伙人董事，因此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7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黄松 

注册资本：4,339 万元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20 号 16 层 1601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翻译服务；信息咨

询（不含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公关策划；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以及棋牌娱乐）；租赁专用设备；计算机系统服务；

计算机技术培训；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艺术培训。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增

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3 月 27 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

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二）历史沿革 

中译语通前身为“联合国资料翻译小组”，成立于 1973 年，是中国唯一的联

合国语言服务提供商。 

1979 年，“联合国资料翻译小组”正式改名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是中国第一家翻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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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中译语通，同年“译云”正

式发布，通过创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为语言服务产业提供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

与价值链条。 

2015 年，“译库”正式发布，为用户提供免费的专业级翻译工具平台。

2015-2016 年期间，机器翻译取得突破性进展，语料库规模进一步增加至 32 亿句。 

2016 年“译见”推出，提供跨语言大数据挖掘与资讯分析平台，让用户获

得隐藏于事件背后的洞见。 

（三）主要产品或服务 

中译语通的业务主要覆盖三类客户，提供对应的翻译数据服务： 

一是 B2G 业务，向以政府单位为主的客户提供境外舆情信息、安全服务等，

主要产品为“译见”平台； 

二是B2B业务，向以电子商务企业等客户提供语言服务及商务数据挖掘等，

主要产品为“译云”平台； 

三是 B2C 业务，主要为个人翻译运用、多语言会议系统等，产品包括“译

库”“找翻译 App”等。 

中译语通围绕上述方向打造产品线，并为用户提供大数据语言类服务。 

（四）核心竞争力 

1、语料资源 

中译语通拥有亿万级语料资源和高质量的语料库，涵盖多个垂直细分领域，

在专业领域能够为客户提供高精准度的翻译语言服务。 

2、企业品牌优势 

中译语通作为国家级翻译机构，40 余年的多语种、多学科互译实践创立了

“中译翻译”品牌，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拥有长期战略合作。中译语

通的母公司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其拥有丰厚的出版和文化积累，庞大的作者资

源和读者群体，在中国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3、技术优势 

中译语通的自然语言处理、语言大数据与云计算、机器翻译等技术较为领先，

还拥有语音识别、影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等现代服务技术。 

4、全产业链的运营模式 

中译语通可以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全方位、全语种的综合语言服务解决方

案；语音识别技术、语音语料资源、语言数据模型给客户带来便捷的服务。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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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出具的 XYZH/2014TJA1021-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和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出具的致同审字(2016)

第 110ZA363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译语通 2014-2015 年经审计主要

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财务指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189.16 17,018.33 

总负债 927.25 9,111.98 

股东权益 7,261.90 7,906.35 

经营业绩 2014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6,368.49 11,258.36 

利润总额 181.91 749.64 

净利润 97.45 663.94 

根据北京立信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拟增资项目评估报告》，中译语通 2016 年至 2018 年经营业绩预估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21,000.00 40,000.00 60,000.00 

净利润 2,474.83 7,795.40 11,439.30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与上海腾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上海腾星于协议签署之时

持有中译语通 570 万元的出资额及对应股权。双方同意，上海腾星向公司转让其

持有的中译语通 36.9155 万元的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 590.6481

万元。 

（二）公司拟与青岛联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青岛联宇于协议签署之时

持有中译语通 465 万元的出资额及对应股权。双方同意，上海腾星向公司转让其

持有的中译语通 20.5086 万元的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 328.1378

万元。 

（三）公司拟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上海简理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新华发行集团、上海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宁波朝乾卓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同作为增资方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上海腾星、青岛联宇和

中译语通签署《关于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各方确认，

本次增资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中译语通于评估基准日基于收

益法的评估值为 1,001,057,100 元（已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以

前述评估值为依据，各方同意全体增资方本次增资资金 249,000,000 元，中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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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每一元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为 23 元，折合为中译语通的注册资本计 10,826,087

元，超过注册资本金的溢价部分 238,173,913 元计入中译语通的资本公积。本次

增资完成后，中译语通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4,216,087 元。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鉴于，中译语通 B 轮融资募集的 2.49 亿元资金将主要用于平台推广和技术

研发。在平台推广方面，主要进行“译见”、“译云”平台的推广，拓展大数据业务，

预计实现 1 亿元收入；拉升线上广告及其他增值服务，预计实现 1,000 万元收入。

在技术研发方面，将用于大数据技术、语义分析及搜索技术、提升机器翻译与语

料库。 

经论证，基于下述考量，公司拟参与此项投资： 

1、中译语通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企业，背靠国家级大型集团的业务资

源及品牌影响力，其业务风险相对可控，并且可以预期其在后续谋求上市进程中

具有一定优势； 

2、目前确认参与本轮融资的投资方包括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上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等知名国企和机构，反映出业界对项目

的总体认可程度； 

3、中译语通所从事的跨语言大数据服务业务具有一定的文化传媒属性，与

公司主业具备一定关联性，有较好的投资前景； 

4、预期中译语通未来几年可实现业务规模的快速提升，其不排除适时寻求

资本化途径将为公司带来投资机遇。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价格由交易各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原

则，依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决策、回避表决、

信息披露的程序做了规定，已有必要的措施保护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中译语通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长期将有利于公司业务转型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的情况，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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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一）风险分析 

1、中译语通作为央企集团子公司，存在决策过程较为复杂、市场策略不够

灵活的劣势； 

2、中译语通正由传统翻译行业向高端智能语音+互联网方向转换，面临商业

模式的重大调整，在管理、市场等方面具有一定难度； 

3、中译语通运用的智能语言技术等属于国际技术的发展前沿，具有研发周

期长，投入大的风险。 

（二）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本次对中译语通的投资不可避免存在被投资对象可能面临管理风险、财

务风险和市场风险等相关风险的情况，但公司将积极采取适当的策略、必要的管

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力争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孙永平先生、刘熀松先生和盛雷鸣先生均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

易，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已于 2016 年 6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

到 8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同意公司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

参与投资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其中受让老股东股权 918.79 万元，B

轮融资 4,081.21 万元）。同时，授权常务副董事长全权处理与本次议案相关的一

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其他各方签署、补充、修改、变更、递交、执行相关协

议，呈交给有关政府部门、机构的文件等。关联董事裘新先生、吴晓晖先生、陈

剑峰先生、程峰先生和诸巍先生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3

人，其中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孙永平先生、刘熀松先生和盛雷鸣先生均对本议案书面出具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投资中译语通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战略。本次关

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均以现金出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董事会表决时，与关联方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公司本次投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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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语通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均以现金出资，不涉及关联资产定价，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北京立信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拟增资项目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