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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预计 2019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0,355.00万元。2018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影视剧播映权（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日常销售交易以及场地租赁费用等总额

为 7,518.37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方 

名  称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 计 

金 额 

截 至 

披露日 

已发生 

金  额 

上 年 

发 生 

金 额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

限公司 

销售影视剧播映

权 
协议定价 19,000.00  - 6647.78 

向关联方 

提供服务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

限公司 
影厅冠名及广告 协议定价 60.00 12.10  56.22 

江苏荔枝互娱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影城放映场地租

赁 
市场价 30.00 7.45 40.20 

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影城放映场地租

赁 
市场价 20.00 5.53 28.30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服务 

江苏广电荔枝文创产业

有限公司（原“南京海派

传媒有限公司”） 

接受影城放映场

地租赁及水电费 
市场价 250.00 54．45 206.48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 

提供加盟影城设

备融资租赁服务 
市场价 300.00 - - 

荔枝置业（北京）有限责

任公司（原“北京信义华

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办公场地租赁、

物业服务等 
市场价 110.00 26.87 105.84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

限公司 

办公场地租赁、

物业服务等 
市场价 460.00 104.66 348.86 

江苏广电国际旅游有限

公司 
代办机票等服务 市场价 50.00 5.50 38.99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

限公司 
停车费 市场价 - - 1.37 



南京广电移动电视发展

有限公司 
动视宣传 市场价 70.00 16.51 39.62 

江苏视听界杂志社有限

责任公司（“原江苏《视

听界》杂志社”） 

会费 市场价 5.00 - 4.71 

小计   20,355.00 233.07  7,518.37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方 

名 称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实 际 

发 生 

金 额 

预 计 

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率 

披露

日期 

及索

引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

团有限公司 

销售影视剧

播映权 
6,647.78 17,000.00  30.24% -60.90% 

2018

年 3

月 30

日，巨

潮资

讯网

（www

.cnin

fo.co

m.cn） 

  

向关联方

提供服务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

团有限公司 

影厅冠名及

广告 
56.22  100.00  - -43.78% 

江苏荔枝互娱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影城放映场

地租赁 
40.2  30.00  - 34.00% 

好享购物股份有限

公司 

影城放映场

地租赁 
28.30 35.00  -19.14%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

团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租

赁、物业服务

等 

348.86 300.00  16.29%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服务 

江苏广电荔枝文创

产业有限公司 

接受影城放

映场地租赁

及水电费 

206.48 250.00  - -17.41% 

北京信义华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租

赁、物业服务

等 

105.84  110.00  - -3.78%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 

提供加盟影

城设备融资

租赁服务 

- 300.00 - - 

江苏广电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 

代办机票等

服务 
38.99  70.00 - -44.3% 

江苏广播电视集团

有限公司 
停车费 1.37 3.00 - -54.33% 

江苏视听界杂志社

有限责任公司 
会费 4.71 - - - 

南京广电移动电视

发展有限公司 
广告费 39.62 - - - 

小计 7,518.37  18,198.00   - -58.6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主要原因为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基于实际市场

需求和业务发展情况决定，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市场为

导向，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尽可能减少关联交易业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18年公司在业务开

展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尽可能减少关联

交易，且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

价格定价、交易，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情况。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28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卜宇，公司住所为南京市

北京东路四号，经营范围：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企业托管、

资产重组、实物租赁，省政府授权的其它业务；会议展览服务；文艺活动的举办；国内

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报刊批发零售。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3,112,347.44万元，

净资产为 2,155,950.95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58,359.09 万元，净利润

71,835.7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合并报表口径含事业单位。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江

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一项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公司因销售影视剧播映权、影厅冠名及场租等业务与江苏省广

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形成关联交易。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

及财务状况正常，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同时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收取办

公场地租金及物业费等，基本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2、江苏广电荔枝文创产业有限公司（原“南京海派传媒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苏，公司住所为南京市玄武

区北京东路 4 号，经营范围：文艺创作；文教办公用品、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体育

用品及器材、食品（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销售；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

（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餐饮管理；电子商务；人才中介服务（须取得许可或

批准后方可经营）；房地产经纪；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婚姻礼仪服务、票务代理服

务；舞台灯光音响设计；机械设备研发、销售、安装；脚手架销售、安装；舞台设备租

赁；艺术培训、体育培训（不含与学历教育相关的培训或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

业证书类培训）；室内外装饰工程施工；电子设备及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销售及开发；

物业管理；多媒体设计；模型设计、网站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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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江苏广电荔枝文创产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1,910.46 万元，

净资产为 1,214.89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005.29万元，净利润 884.9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广电荔枝文创产业有限公司是江苏省广播电视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广电荔枝文创产业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广电荔枝文创产业有限公司收取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幸福

蓝海影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影城放映场地租赁及水电费形成关联交易。江苏广电荔枝文

创产业有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常，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3、江苏荔枝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马驭，公司住所为南京市栖

霞区仙林街道仙林大学城元化路 8 号 28幢 280室，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转让、技术服务；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电子产

品的技术研发、销售；职工技能培训；计算机系统集成；图文制作；计算机及辅助设备、

文具用品、体育用品（不含射箭、射击类）、五金产品、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汽车零配件的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国内广告业务；大型活动策划；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江苏荔枝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62.49万元，净资

产为-995.16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16.87万元，净利润-128.39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荔枝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江苏融创传媒产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融创传媒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江苏省广播电视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荔枝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荔枝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法持续经营，公司全资子公

司江苏幸福蓝海影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提供影城场地租赁服务，租金支付方式为先

付后租，基本上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4、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1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黄磊，公司住所为南京市

鼓楼区石头城 6号 8幢，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护；租赁交易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的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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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 878,106.48 万元，净资

产为 151,600.03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9,285.6万元，净利润 13,287.2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报表口径含保理公司。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是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提供加盟影城设备融资租赁服务与公

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幸福蓝海院线有限责任公司形成关联交易，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常，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基本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

性。 

5、荔枝置业（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原“北京信义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16,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叶，公司住所为中国北

京市朝阳区安外大街 1 号 1 幢 7层 723 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自有

房屋物业管理；装饰设计；企业形象策划；销售建筑材料，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荔枝置业（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32,780.94万元，

净资产为-285.76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349.96万元，净利润 1,066.8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荔枝置业（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是江苏省广播电视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荔枝置业（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荔枝置业（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持续经营，幸福蓝海影视

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告分公司租赁其场地作为日常办公场所，按照合同约定价

格向其支付租金及物业费等，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6、江苏广电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雄，公司住所为中国南京

市玄武区北京东路 4 号，经营范围：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服务；会务服务；

会展服务；旅游信息、商务信息咨询；代售火车票；经营国内、国际航线或者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航空运输客运销售代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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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江苏广电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总资产 11,515.81万元，净资

产为 10,795.62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04.92万元，净利润 994.45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广电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是江苏广电国际传播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广电国际传播有限公司是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江苏广电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广电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依法持续经营，公司接受其提供的

代办机票、会务等服务，按照正常业务需求向其支付服务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7、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63,822.4839万元整，法定代表人为李声，公司住所为

南京市锁金村 8 号，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日用

百货、日用化学品、针纺织品、服饰、五金交电、机电设备、珠宝首饰及黄金制品销售、

工艺品、销售医疗器械（一、二、三类），金属材料、装饰材料、家具、化工产品、汽车

及汽车配件的销售，仓储服务，管理咨询，商品售后服务，商务服务，电子、信息、网

络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委托加工、销售、维修、测试及服务，研究、开发、设计、

建设、管理、维护多媒体互动网络系统及应用平台，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网络工程、通

讯、多媒体科技、文化广播影视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广告业务，图文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以电视机为终

端通过电信宽带专网传输的广播电视经营业务（播控业务除外）相关的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发行，音像制品批发、零售，消防器材销售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电子商务服务（含上述商品及服务的网络销售）、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管理服务，

中药零售，图书销售；装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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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14,709.76 万元，净资产

为 165,843.07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3,612 万元，净利润 20,080.56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是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持续经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幸

福蓝海影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南京荔枝广场店对其提供影城场地

租赁服务，租金支付方式为先付后租，基本上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8、南京广电移动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1,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金平，公司住所为中国南

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5号 2幢 2205室，经营范围：数字移动电视多媒体接收、播放系统的

建设、推广；电子产品的销售、推广；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电视、

广播节目的宣传；信息咨询传输服务；单频网发射、传输的经营管理；数字电视无线网

络的建设、经营及产业模式咨询。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南京广电移动电视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2789.51万元，净

资产为 178.32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30.14万元，净利润 386.83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南京广电移动电视发展有限公司是江苏广电移动新媒

体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广电移动新媒体有限公司是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京广电移动电视发展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南京广电移动电视发展有限公司依法持续经营，公司接受其提

供的媒介宣传推广等服务，按照正常业务需求向其支付服务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

性。 

9、江苏视听界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原“江苏《视听界》杂志社”）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293.69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黎欣昕，公司住所为中南

京市珠江路 280号 21层，经营范围：出版发行《视听界》杂志，利用《视听界》杂志发

布杂志广告，音频、视频制作，会务服务，技术培训，活动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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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江苏视听界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358.23 万元，净

资产为 234.53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26.09万元，净利润-15.56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视听界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台全资子公司。江苏视听界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视听界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持续经营，公司接受其提

供的媒介服务，按照正常业务需求向其支付会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与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内容：公司向其销售影视剧播映

权、影厅冠名及广告等产生关联交易；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影响力，在南京仙林打

造高品质文化创意园，公司办公场地已搬迁至仙林大学城（栖霞区元化路 8 号 28 幢），

向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租赁面积 6,775平方米,向其支付房租、

物业费等产生关联交易。 

（2）公司与江苏广电荔枝文创产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苏幸福蓝海影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其场地作为影城放映场地，向其支付租金及物



业水电费等。 

（3）公司与江苏荔枝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江苏荔枝互娱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公司影城放映场地经营 VR相关业务形成关联交易。 

（4）公司与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提供加盟影城设备融资租赁服务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幸福蓝海院线有限责任公司形

成关联交易。 

（5）公司与北京信义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幸福蓝海影视文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告分公司租赁北京信义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场地作为日

常办公场所，向其支付租金及物业费等。 

（6）公司与江苏广电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公司接受其提供的代办

机票、会务等服务。 

（7）公司与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租赁

公司旗下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南京荔枝广场店影城放映场地经营进口商品销售业务。 

（8）公司与南京广电移动电视发展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江

苏幸福蓝海影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南京广电移动电视发展有限公司数字移动电视多

媒体等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宣传形成关联交易。 

（9）公司与江苏视听界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公司向江苏视听界

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缴纳会费形成关联交易。 

公司与上述关联法人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

基础，参照同期市场价格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与关联方发生交易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降低

成本，减少资金风险，拓展公司新型业务，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上述关

联交易均是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

度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预计 2019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0,355万元。在保证所获得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

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对该等交易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同意将

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司能够严格遵守《幸福蓝海影视文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确认并

对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预计，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

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公司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尽可能减少

关联交易，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宜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3、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述事项决策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