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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5       证券简称：新华传媒       编号：临 2018-007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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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

害交易双方利益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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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和上海新华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传媒”或“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启伟、程峰、吴晓晖、李翔回避表决，

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4 人，其中 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独立董事盛

雷鸣先生、林利军先生和王悦女士对本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且关联股东上海报业集团和上海

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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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17 年预

计总金额 

2017 年实

际发生额 
结算方式 

房产租赁 

其它流出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 母公司 协议价 3,000.00 2136.31 定期结算 

其中：房屋租赁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协议价  1,415.74 定期结算 

房屋租赁 上海新融文化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协议价  522.87 定期结算 

房屋租赁 中国科技图书公司  协议价  197.7 定期结算 

其它流出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单位 股东的子公司 协议价 600.00 380.89 定期结算 

其中：房屋租赁 上海申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协议价  264.08 定期结算 

房屋租赁 上海申闻实业有限公司  协议价  78.19 定期结算 

房屋租赁 上海新华书店投资有限公司  协议价  32.1 定期结算 

房屋租赁 上海申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协议价  6.52 定期结算 

小计 — — 3,600.00 2,517.20 — 

广告代理 

接受代理 上海报业集团及其所属单位（主要为新闻报社） 控股股东 市场价或协议价 13,300.00 8,573.27 定期结算 

其中：广告代理成本 新闻报社  市场价或协议价  5,562.91 定期结算 

广告代理成本 上海报业集团  市场价或协议价  2,714.43 定期结算 

广告代理成本 上海蒸蒸日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248.08 定期结算 

广告代理成本 上海新闻晨报社区传媒有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19.26 定期结算 

广告代理成本 上海腾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1.02 定期结算 

广告代理成本 解放报业（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22.64 定期结算 

广告代理成本 上海晨报海敏思千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2.64 定期结算 

广告代理成本 上海新民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2.29 定期结算 

提供代理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单位（主要为上海解放广告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协议价 6,000.00 3828.70 定期结算 

其中：广告代理收入 上海解放广告有限公司  协议价  3,608.44 定期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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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代理收入 上海晨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协议价  151.49 定期结算 

广告代理收入 上海欣欣向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协议价  60.28 定期结算 

广告代理收入 上海蒸蒸日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协议价  8.49 定期结算 

小计   19300.00 12401.97  

采编补偿 
接受劳务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单位（主要为上海申江服务导报社有限公司和上海Ｉ时代报社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协议价 900.00 35.24 定期结算 

其中：采编成本 上海申江服务导报社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协议价 900.00 35.24 定期结算 

报刊印刷、

物业管理、

商品采购

等 

接受劳务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单位（主要为上海解放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市场价或协议价 800.00 646.71 定期结算 

其中：印刷成本 上海报业集团 控股股东 市场价或协议价  113.62 定期结算 

印刷成本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41.39 定期结算 

印刷成本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7.65 定期结算 

图书采购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299.47 定期结算 

图书采购 上海三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59.09 定期结算 

图书采购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18.78 定期结算 

图书采购 上海书城杂志社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2.84 定期结算 

物业管理费 上海灏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58.04 定期结算 

物业管理费 上海解放日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43.24 定期结算 

办公费用 新闻报社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2.59 定期结算 

报刊发行、

报刊服务、

商品销售

等 

提供劳务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单位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100.00 72.68 定期结算 

其中：商品销售 上海三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37.95 定期结算 

商品销售 新民晚报社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  24.57 定期结算 

商品销售 上海报业集团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  10.16 定期结算 

房产代理

销售 

接受代理 上海新华成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参股子公司 市场价 2,288.00 241.61 定期结算 

接受代理 上海天下一家置业有限公司 参股子公司 市场价 1,294.00 1678.28 定期结算 

小计 — — 3,582.00 1,919.89 — 

合计 — — 28,282.00 1759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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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本公司及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法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按关联交易

内容和关联交易方细分的 2017 年度交易情况和 2018 年度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18 年预

计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2017 年实际

发生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结算方式 

房产租赁 

其它流出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 母公司 协议价 3000 31.58 2136.31 22.83 定期结算 

其它流出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单位 股东的子公司 协议价 600 6.32 380.89 4.07 定期结算 

小计  — — 3600  2517.20  — 

广告代理 

接受代理 
上海报业集团及其所属单位（主要为新闻报

社） 
控股股东 市场价或协议价 8600 98.65 8573.27 99.23 定期结算 

提供代理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单位（主要为上海解放广

告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协议价 5600 33.33 3828.70 25.70 定期结算 

小计  — — 14200  12401.97  — 

采编补偿 接受劳务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单位 控股股东 协议价 400 100 35.24 100 定期结算 

报刊印刷、物业管

理、商品采购等 
接受劳务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单位（主要为上海解放传

媒印刷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市场价或协议价 800 0.92 646.71 0.72 定期结算 

报刊发行、报刊服

务、商品销售等 
提供劳务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单位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100 0.05 72.68 0.06 定期结算 

房产代理销售 

接受代理 上海新华成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参股子公司 市场价 600 42.86 241.61 12.46 定期结算 

接受代理 上海天下一家置业有限公司 参股子公司 市场价 600 42.86 1678.28 86.56 定期结算 

接受代理 上海上报传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市场价 200 14.29 94.34 0.98 定期结算 

合计 — — 20500 — 17688.03 —  

上述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交易的各关联方分别签署有关关联交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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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上海报业集团 

开办资金：人民币 4,910 万元；法定代表人：裘新；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都

市路 4855 号；宗旨和业务范围：出版解放日报、支部生活、报刊文摘、上海小

说等报刊，出版互联网报纸、互联网杂志、手机出版物。集团 2017 年末总资产

2,578,649.35 万元，净资产 1,294,058.54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339,645.16 万

元，净利润-686.43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86.03 万元。 

上海报业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该集团及其所属单位与公司构成关联

关系。 

2、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644 万元；法人代表：李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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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和国内运输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国内贸易（除专项规

定），会展服务，通信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及广播电

视设备、工艺品、陶瓷制品批发与零售，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咨询。集团 2017 年

末总资产 1,033,647.41 万元，净资产 358,956.61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92,079.27 万元，净利润 25,314.48 万元。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母公司，因此该公司及其所属单位与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 

3、新闻报社 

开办资金：人民币 1,401 万元；法定代表人：毛用雄；住所：上海市闵行区

都市路 4855 号；宗旨和业务范围：立足上海，面向全国，报道国内外经济动态，

反映改革成果，为工商企业服务。报社 2017 年末总资产 19,057.31 万元，净资产

5,135.33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6,994.39 万元，净利润-3,041.22 万元。 

新闻报社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报业集团控制的法人，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4、上海解放广告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高宝中；住所：上海市闵行区

都市路 4855 号 307 室；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室内外

装潢，展览展示服务、物业服务、会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投资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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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企业形象策划。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1,952.77 万元，

净资产 736.91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4,559.32 万元，净利润-23.38 万元。 

上海解放广告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报业集团控制的法人，因此与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 

5、上海解放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冯跃忠；住所：上海市灵石

路 709 号 8 号厂房；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前、出版物印刷、出版物印后、包装印

刷、其他印刷，印刷技术咨询，仓储，纸张的销售。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12,545.84

万元，净资产 12,432.76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4,960.93 万元，净利润 38.93

万元。 

上海解放传媒印刷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报业集团控制的法人，因此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6、上海新融文化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翔；住所：上海市闵行区剑

川路 951 号 5 幢 5 层 A5005 室；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投资咨询（除

经纪），知识产权代理（除专利代理），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除展销），市

场营销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122,096.36

万元，净资产 19,689.70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5,986.70 万元，净利润 5,267.49

万元。 

上海新融文化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母公司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控制的法人，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750 万元；法定代表人：黄育海；住所：上海市青浦工

业园区；经营范围：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网

上发行，文化事业出版咨询服务，会展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销售

化妆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文化用品、工艺品、服装、玩具。公司 2017 年

末总资产 13,444.69 万元，净资产 3,538.07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7,982.11 万

元，净利润 380.98 万元。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过去十二个月内）李爽女士

担任董事的法人，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8、上海晨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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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黄琼；住所：上海市长宁区金

钟路 968 号 11 号楼 603 室（实际楼层为 5 层）；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各类广告，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会展会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健康咨

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心理咨询），商务咨询，健身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

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软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健身器材、

化妆品、日用百货、一类医疗器械、软件。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525.45 万元，

净资产 457.69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531.84 万元，净利润 2.02 万元。 

上海晨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报业集团控制的法人，因此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9、上海申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戴振雄；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鹤

庆路 398 号 41 幢 4 层 H4028 室；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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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类项目除经纪），停车服务、物业服务。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5,481.56 万元，净资产 2,959.88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3,297.43 万元，净利润

893.35 万元。 

上海申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报业集团控制的法人，因此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0、上海新华成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5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车建兴；住所：上海市闵行区虹

井路 120 弄 6 号；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物业

服务，餐饮企业管理，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工

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销售，停车服务。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681,173.23

万元，净资产 39,568.75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385,351.73 万元，净利润

129,617.82 万元。 

上海新华成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陈剑峰先生担任董事（过去十二

个月内）的法人，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1、上海天下一家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淑敏；住所：嘉定区胜辛南路 500

号 2 幢 1017 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40,517.75 万元，净资产 1,993.89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5,9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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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 117.14 万元。 

上海天下一家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刘航先生担任董事的法

人，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上海上报传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9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程峰；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海湾

镇五四公路 4399 号 41 幢 229 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实业

投资，资产管理，建筑设备、装饰材料、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除文物）、建

筑材料的批发、零售，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经营管理，健身服务，会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酒店管理，餐饮企

业管理，文化艺术交流策划，机械设备（除特种设备、农业机械）安装、维修，

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公司 2017 年末总资产 45,440.14 万元，净

资产 26,946.54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8.96 万元。 

上海上报传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报业集团控制的法人，

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五、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已按协议履行，关联方能够按约提

供或接受劳务并结算账款。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形成坏账的风险较小。 

六、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价格由交易双方遵循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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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包括市场价和协议价二种。关联交易定价主

要依据市场价；如果没有市场价，则按照协议价。 

七、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新华传媒的影响 

1、交易目的 

⑴公司向新华发行集团租赁房产是因为 2006 年与其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

考虑到一方面经营网点数量太多，全部进入公司需要比较大的资金，将给公司造

成比较大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历史原因，不少房产可能在权属关系上需

要进一步梳理，因此，重大资产重组时只有其中一部分房产进入公司体内，其余

网点由公司向其租赁并支付适当的租金，并且租期为 3－10 年，并约定了彼此权

利和义务，能够保证公司经营持续经营的需要。 

⑵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后，鉴于报刊经营“两分开”的政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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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公司在报刊经营、广告代理以及报刊发行等业务环节中，与公司的关联单位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2013 年 10 月 28 日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并更

名为上海报业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存在不可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上述关联交易系由双方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依据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的方式而进行的。 

⑶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新置华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成为上海新华成

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天下一家置业有限公司房产销售代理商之一。其代理

销售的定价符合独立、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 

2、对新华传媒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交易双

方利益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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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与

关联方的交易是各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

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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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程序保护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预计的本公司及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法人于 2018年度将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确系公司正常业务经营活动所需要而产生的商业交易行为，且在

可预期的未来几年内将持续发生并不可避免。公司与交易的各关联方分别签署有

关关联交易协议，该等协议内容合法、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符合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次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

事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关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10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