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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传

播”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博瑞传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博瑞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

公函【2018】069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所依据现行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问询函》4.预案披露，现代传播获得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授权，并委托

公交传媒运营，公交传媒向现代传播缴纳媒体资源经营管理费。此外，成都市近

几年新建多条地铁导致部分公交路线的变化以及部分公交候车亭的拆除与迁移。

请补充披露：（1）现代传播获得公交广告经营权的具体内容及有效区域，并说明

上述区域的公交资源是否存在因规划等原因拆除导致缩减的情况，如有，请说明

具体情况及可能对公交传媒收入造成的影响；（2）现代传播委托公交传媒经营上

述资源是否违反上述特许经营权相关规定及政策。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1、33、36、37 层  邮政编码：100022 

31, 33, 36, 37/F, SK Tower, 6A Jianguomenwai Avenu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2, P.R.China 

电话/Tel：(8610) 5957 2288  传真/Fax：(8610) 6568 1022/1838 

网址：www.zhongl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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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传播获得公交广告经营权的具体内容及有效区域，并说明上述区

域的公交资源是否存在因规划等原因拆除导致缩减的情况，如有，请说明具体情

况及可能对公交传媒收入造成的影响。 

①现代传播获得公交广告经营权的具体内容及有效区域 

2018 年 3 月 30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同意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取得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的批复》（成府函[2018]43 号，以下简

称“《批复》”），同意成都传媒集团作为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的经营管理单位，

并由其直接与成都传媒集团全资子公司现代传播签订授权协议，将成都市公交广

告经营权无偿授予现代传播，自 2018 年 3 月 31 日起，期限为 30 年。 

2018 年 5 月 10 日，成都传媒集团作为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的经营管理单

位与现代传播签署了《成都市公交广告媒体资源经营项目之授权协议》（以下简

称“《授权协议》”），约定现代传播在授权期内完整的享有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

权，负责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的出租、运营、维护、移交等经营管理工作并获

取收益；授权的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范围为成都公交集团直接或间接经营的全

市公交系统中的所有广告媒体资源（包括现在及未来将会开发建设的资源），具

体包括： 

（1）公交车身、公交移动电视、公交车内看板、公交站台、公交电子站牌、

公交信息平台； 

（2）其他依托车身、线路、站台开发的媒体和社会公共服务资源； 

（3）公共自行车站点站棚（只能做公益广告）。 

其中公交站台的区域范围为：成都市辖区内的锦江区、成华区、金牛区、武

侯区、青羊区以及高新区；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已移交公交车辆媒体资源的

范围为：838 辆公交车辆车身、5,801 辆公交车辆车内看板、3,625 辆公交车辆内

车载电视。 

 因此，现代传播有权在上述授权范围和区域内负责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的

出租、运营、维护、移交等经营管理工作并获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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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说明上述区域的公交资源是否存在因规划等原因拆除导致缩减的情况，如

有，请说明具体情况及可能对公交传媒收入造成的影响。 

 根据公交传媒的说明，近几年，由于成都市主城区地铁线路修建，成都三环

路修建改造等城市规划因素，部分公交站台被纳入维修范围或被拆迁移，公交传

媒的候车亭媒体资源的数量出现了暂时性下滑。最近三年及一期，公交传媒各期

末可用于发布商业广告的候车亭大牌数量如下 

（数量：块） 

类型 2018.3.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公交候车亭大牌数量 3,161 3,159 3,174 3,424 

类型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拆迁影响大牌数量 2 -15 -250 - 

除 2016 年外，2017 年、2018 年 1-3 月，公交传媒可用于发布商业广告的候

车亭大牌数量相对稳定。2016 年，公交传媒可用于发布商业广告的候车亭大牌

数量减少较多，其主要原因是成都三环路修建导致拆除公交候车亭大牌数量 273

块。随着成都三环路修建改造完毕，被拆除的大牌预计将于 2018 年末恢复。 

因城市规划等因素导致公交候车亭的拆迁移，一般情况下，永久性拆除导致

媒体资源总数持续下滑的情况较少，更多的是媒体资源数量出现暂时下滑，在公

交线路重新规划调整后，对公交候车亭进行新建或恢复。所以，未来因城市规划

等因素导致公交候车亭媒体资源数量大幅下降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报告期内，公交传媒自营候车亭大牌的上刊率分别为 61.34%、33.13%、

41.73%，整体上刊率相对较低，其公交候车亭媒体资源供应相对充足。由于拆迁

移原因导致资源数量暂时下滑对公交传媒整体收入的不利影响较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由于目前公交传媒的上刊率较低，其公交候车亭媒体

资源供应相对充足，其媒体资源数量的暂时下滑对其收入影响较小；同时，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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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地铁修建等市政建设的逐步完成及公交线路的逐步调整，公交候车亭媒体资

源将逐渐恢复或新增，不会对公交媒体未来的收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现代传播委托公交传媒经营上述资源是否违反上述特许经营权相关规

定及政策。 

 2018 年 3 月 30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出具《批复》，同意成都传媒集团作为成

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的经营管理单位，并由其直接与成都传媒集团全资子公司现

代传播签订授权协议，将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无偿授予现代传播，自 2018 年

3 月 31 日起，期限为 30 年。 

 2018 年 5 月 10 日，成都传媒集团作为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经营管理单位

与现代传播签署了《授权协议》，约定现代传播在授权期内完整的享有成都市公

交广告经营权，负责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的出租、运营、维护、移交等经营管

理工作并获取收益。同时《授权协议》约定现代传播有权委托一家具有公共媒体

资源经营资质及经营的其关联方实施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的出租、运营、维护

工作，受托的关联方不得再将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整体委托其他任何第三方。 

 《成都市人民政府特许经营权管理办法》并未规定经营主体在取得特许经营

权后，不得再将相关权利委托第三方经营；同时，现代传播与公交传媒均为成都

传媒集团子公司，二者属于同一控制体系内的企业。而且，公交传媒自 2015 年

起就负责运营成都市公交广告媒体资源，是一家经验丰富且专业的公共交通系统

广告媒体资源运营公司。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现代传播委托公交传媒经营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符

合《授权协议》的约定内容，亦不违反《成都市人民政府特许经营权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及政策。 

 《问询函》8.预案披露，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自 2016 年 12 月 15 日发生变

更，请结合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及收入占比，说明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是否发生变化，并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组上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

见。 

    （1）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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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文件，2016 年、2017 年，根据行业分类，上市公司的主

营业务包括：（1）广告业务；（2）印刷相关业务；（3）发行及投递业务；（4）

网游业务；（5）小额贷款业务；（6）教育业务；（7）租赁及物业管理业务；

（8）其他业务。其中，上市公司的广告业务主要是以竞拍、自建等方式经营户

外广告业务。2017 年末，上市公司将成都商报发行投递广告有限公司 95.07%股

权以及成都博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协议转让给控股股东成都博瑞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原有印刷相关业务、发行及投递业务进行了剥离。本次

交易的标的公司为公交传媒和现代传播。公交传媒是一家专注于公共交通系统广

告媒体资源运营的专业文化传媒公司，现代传播拥有成都市公交广告的独家经营

权，两者共同管理和运营成都市公交广告媒体资源，向终端客户或广告代理商提

供广告制作、发布和运维服务。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现有业

务中的经营户外广告业务属于同一业务类型，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造成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性变化。 

假设本次交易于 2017 年完成，根据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川华信审（2018）

021 号）及公交传媒未经审计的 2017 年度的财务数据，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

市公司 2017 年度主营业务构成如下： 

（金额：万元；比例：%） 

项目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广告业务 23,880.64 26.72 32,929.83 33.46 

印刷相关业务 17,784.98 19.90 17,784.98 18.07 

发行及投递业务 15,695.72 17.56 15,695.72 15.95 

网游业务 9,800.03 10.97 9,800.03 9.96 

小额贷款 2,290.78 2.56 2,290.78 2.33 

教育业务 11,817.92 13.22 11,817.92 12.01 

租赁及物业管理 5,013.31 5.61 5,013.31 5.09 

其他 3,078.90 3.45 3,078.90 3.13 

合计 89,362.29 100.00 98,411.4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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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 2017 年主营业务中广告业务收入占比最

高；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中广告业务收入占比仍然最高。因

此，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广告业务均是其第一大主营业务收入来源。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

中的户外广告业务属于同一业务类型，并且本次交易前后，广告业务均是上市

公司第一大主营业务收入来源，因此，本次交易不会造成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

生根本性变化。 

（2）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 60 个月内，成都市国资委已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向成都传媒

集团以及由成都传媒集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相关企事业单位核发了国有产权登

记证和国有产权登记表，成都传媒集团的产权已登记至成都市国资委，故上市

公司经此次国有资产管理层级调整后，其实际控制人由成都商报社变更为成都

市国资委。 

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为 2015 年度，根据博瑞传播经审计

的 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公交传媒未经审计的 2017 年度的财务数据、现代传

播未经审计的 2018 年 1-3 月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情况，本次交易

的相关比例计算如下： 

（金额：万元；比例：%；股份数量：万股）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发行股份数量 

公交传媒 12,528.05 5,561.97 9,049.19 3,776.41 - 

现代传播 39,917.39 39,917.29 - - - 

合计 52,445.44 45,479.26 9,049.19 3,776.41 19,814.21 

成交金额（预

估）合计 
82,030.85 82,030.85 - - - 

孰高值 82,030.85 82,030.85 - - - 

博瑞传播 450,269.42 358,983.05 124,104.55 7,466.22 109,3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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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发行股份数量 

占比 18.22 22.85 7.29 50.58 18.12 

是否达到重组

上市的标准 
否 否 否 否 否 

注： 1、现代传播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设立，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现代传播总资产为

39,917.39 万元，净资产为 39,917.29 万元，此处假设现代传播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

产总额、净资产分别为 39,917.39 万元和 39,917.29 万元； 

2、资产总额占比=标的资产资产总额与成交金额的孰高值/博瑞传播的资产总额； 

3、净资产额占比=标的资产净资产额与成交金额的孰高值/博瑞传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4、营业收入占比=标的资产营业收入/博瑞传播营业收入； 

5、净利润占比=标的资产净利润/博瑞传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发行股份数量占比=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博瑞传播本次交易前股份数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前 60 个月内，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成

都商报社变更为成都市国资委，但本次交易的相关指标均未达到重组上市的标

准，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根本变化。因此，根据《重组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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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

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