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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2019-27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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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控股”或“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以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预案》，关联方董事高宏波先生、陈楚盛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该事项，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并

在会上对此预案发表同意意见。  

2、《公司关于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东省畜禽生产发展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二）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广东省政府相关会议决定，将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商贸控股集团）所持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资产）51%

国有股权整体划转给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鉴于公

司控股股东广弘资产 51%国有股权整体划转已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完成，公司实

际控制人已变更为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传媒）

是出版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出版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列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经营业务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合并）（以下

简称：教育书店）2019 年度与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业务往来，向

其采购中小学教学用书、社会图书及代理发行服务，构成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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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与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60,000 万元，

2018 年度教育书店向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中小学教学用书、社会图书

的实际发生额约为 31,400 万元。具体内容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9 年预

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万

元）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 

南方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中小

学教学用

书、社会

图书 

市场定价 140.00 0 2,132.47 

广东人民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中小

学教学用

书、社会

图书 

市场定价 500.00 0 1,614.46 

广东教育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中小

学教学用

书、社会

图书 

市场定价 5,400.00 216 1,0874.37 

广东科技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中小

学教学用

书、社会

图书 

市场定价 1,400.00 94 1,454.14 

广东花城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中小

学教学用

书、社会

图书 

市场定价 30.00 0 3,447.27 

广东新世纪

出版社有限

公司 

采购中小

学教学用

书、社会

图书 

市场定价 3,800.00 0 5,770.39 

广东经济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中小

学教学用

书、社会

图书 

市场定价 4,280.00 81 4,2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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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472号 11楼 

注册资本：89587.6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谭君铁   

经营范围：图书、期刊、报纸、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读物、框架

媒体和其他媒介产品的编辑、出版、租型、批发及零售，书报刊、广告、文化用

品、体育用品经营，印刷物资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印刷品印刷，物流、版权贸

易，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资产管理与经营业务，出版物、印刷物及文化用品进

出口，国内贸易（以上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证书经营）。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931,897 万元，净资产 552,725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559,742 万元，实现净利润 65,529 万元。 

2、公司名称：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广东海燕电

子音像出版

社有限公司 

采购中小

学教学用

书、社会

图书 

市场定价 10.00 0 18.34 

广东南方出

版传媒教材

经营有限公

司 

采购中小

学教学用

书、社会

图书 

市场定价 440.00 0 1,788.63 

广东新华发

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中小

学教学用

书、社会

图书 

市场定价 32,000.00 11,439 18.54 

向关联

人提供

发行服

务 

广东新华发

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免费教材

发行费 
市场定价 12,000.00 4,000 0 

 小计   60,000.00 15,830.00 31,400.52 

http://basic.10jqka.com.cn/601900/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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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肖风华   

经营范围： 按照新出图证（粤）字 01 号《图书出版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编

辑、出版各种政治理论教育类书刊；按照（90）新出图字第 440 号文规定的出版

范围出版电子出版物；代理出书业务；利用本公司正式出版的图书设计、制作、

发布国内外广告；出版与已获许可出版的图书、电子出版物、期刊内容范围相一

致的数字化作品；教育项目开发；文化创意、策展、咨询服务；自有资金投资；

销售：纸制品、文化用品；开展相关学科的教育咨询和服务；本版图书、期刊总

发行、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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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8,162 万元，净资产 12,102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245 万元，实现净利润 3,063 万元。 

3、公司名称：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472 号 12 至 15 楼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陶己  

经营范围： 编辑、出版学校和业余教育的教材、教辅材料、教学参考书，

教育科学理论学术著作、期刊、电子读物，与已获许可出版内容范围相一致的网

络（含手机网络）出版业务；配合本版图书出版音像制品；代理出版图书业务，

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书籍、《课程教学研究》发布广告；本版图书、

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及期刊《课程教学研究》的发行；计算机软件、教育信息

系统的开发、集成、销售及维护；教学设备的研究开发、销售；教育装备产品、

玩具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通过互联网及实体店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家具，纸、纸制品，印刷用纸；开展相关学科的教

育咨询和培训；自有资金投资；教育项目开发；文化创意、咨询服务；场地、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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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11,444 万元，净资产 61,274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52,273 万元，实现净利润 9,3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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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名称：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9-10 楼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朱文清  

经营范围： 出版各类科技读物。以普及科学基础知识和介绍应用技术为主。

兼顾提高性读物；以农村科技读物为重点，突出地方特色；有选择地出版国内外

科技专著及科技工具书,按照(90)新出图字第 440 号文核定的图书出版范围，出版

电子出版物（以上项目凭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利用本公司出版的书刊设计、

制作、发布国内外广告。以下项目由分公司经营：本版图书、期刊总发行、批发、

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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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3,361 万元，净资产 11,677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4,727 万元，实现净利润 2,232 万元。 

5、公司名称：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水荫路 11 号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詹秀敏  

经营范围： 以出版当地作家作品为主，主要出版当代和现代文学、艺术作

品及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专著、兼及古代优秀文艺作品；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学

术理论著作及有关资料；出版台港澳版文学作品图书（按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

营）。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以下项目由分公司经营：本版图书、

期刊总发行、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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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199 万元，净资产 4,994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8,845 万元，实现净利润 1,402 万元。 

6、公司名称：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注册资本： 1536.44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姚丹林 

经营范围： 出版以十五岁以下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政治、思想品德、教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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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儿童文学作品、连环画、科普读物；以及少儿工作者和家长培育教育少儿的

辅导读物（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版图书、期刊总发行、批发、零售

（由分公司办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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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2,942 万元，净资产 8,192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201 万元，实现净利润 1,480 万元。 

7、公司名称：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11 号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鹏  

经营范围： 经济类、科普类图书和期刊的出版、发行；利用本社公开发行

的书刊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外书籍广告，兼营代理出书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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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8,470 万元，净资产 3,254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9,062 万元，实现净利润 610 万元。 

8、公司名称：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６号名门大厦豪名阁 25 楼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子如  

经营范围： 出版文化、教育、科技、文艺方面的电子出版物，出版科技、

教育、文化方面的音像制品，本版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的发行（以上各项具体

凭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与本公司已获许可出版内容范围相一致的网络（含

手机网络）出版，以上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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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4,003 万元，净资产 3,639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736 万元，实现净利润 768 万元。 

9、公司名称：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11 号 13 楼东边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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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杨效方   

经营范围： 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图书、报刊零售;音像制品及电子出

版物零售;图书出版;期刊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图书批发;音像制品出版;包装装

潢印刷品印刷;人才培训;其他文化娱乐用品批发;软件服务;通信设备零售;体育用

品及器材零售;教育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计算机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

件零售;电子产品零售。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854 万元，净资产 2,995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227 万元，实现净利润 1,929 万元。 

10、公司名称：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１２号  

注册资本： 30227.9881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蒋鸣涛  

经营范围： 图书、报纸、期刊、中小学教科书总发行、代理及服务，国旗

制品发行，普通货运，运输代理服务；网站运营，电子出版物、互联网应用程序、

计算机软件开发、代理及销售等等。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468,543 万元，净资产 213,217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2,943 万元，实现净利润 21,400 万元。 

（二）关联人与本公司关系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

公司、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经济出版社

有限公司、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有限

公司、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是南方传媒的控股子公司。南方传媒和

广弘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出版集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联交易 10.1.3 条规定，上

述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广弘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是关联法

人。 

（三）履约能力  

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上述公司均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且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公



 

 8 

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其采购商品或代理发行业

务，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南方传媒于 2019 年 4月 29日签订《2019年度教学用书、社会图

书采购及代理发行框架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2019 年度采购中小学教学用书、社会图书及代

理发行服务。 

（二）交易内容：公司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

司、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有限公司、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小学教学用书、社会图书等；教育书店为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小学教材发行代理服务。 

（三）定价原则和依据： 

采购/代理发行定价原则为市场定价，根据国家政策制定，双方均不能单方

面随意变更该等价格。 

采购/代理发行定价适用我国中小学教材实行的政策性定价政策。《国家发

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

知》（发改价格[2006]816 号）规定了教材印张基准价格，并规定定价可在基准

价格的基础上上下浮动不超过 5%，具体价格进行属地管理；广东省物价局和广

东省新闻出版局定期核准并公布本省教材印张基准价格。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

司出版的中小学教材码洋（一本书的定价的金额称为该本书的码洋）价格根据上

述印张单价和每册印张数计算确定，有政府核定价格的按政府核定价格执行。 

对于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定颁布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的教

材，教材出版环节销售价格为码洋的 70%-72%，发行服务环节按《广东省义务教

育阶段免费教科书发行服务政府采购合同（2018 年秋季至 2021 年春季）》规定

的发行费折扣率计算，即：单色和双色版教科书为 27.99%，彩色版教科书为

25.99%，由省财政采购的免费教材的发行费率按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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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的发行费率执行。 

（四）交易期限及金额：预计 2019年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6亿元，具体情

况详见下表： 

 

序号 销售/发行方 采购/代理方 采购/代理发行内容 
预计 2019年交易

金额（万元） 

1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教学用书、社

会图书等 

140.00 

2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

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教学用书、社

会图书等 

500.00 

3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

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教学用书、社

会图书等 

5,400.00 

4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

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教学用书、社

会图书等 

1,400.00 

5 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

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教学用书、社

会图书等 

30.00 

6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

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教学用书、社

会图书等 

3,800.00 

7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

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教学用书、社

会图书等 

4,280.00 

8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

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教学用书、社

会图书等 

10.00 

9 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

材经营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教学用书、社

会图书等 

440.00 

10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教学用书、社

会图书等 

32,000.00 

11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免费教材发行费 12,000.00 

合计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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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教学用书包括中小学教材教辅、幼儿材料、中职教材等产品。 

2、上述采购和代理发行以最终实际交易的金额为准。 

（五）结算方式：按国家政策规定；无国家政策规定的，与其他非关联供

应商的结算方式相同。 

（六）有效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具体条款以实际

签订的业务合同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经营广东省中小学全省副科教材教辅的发行

业务，而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广东省内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业务和发

行业务，南方传媒及其控制子公司业务涵盖教材和教辅的全产业链，教育书店发

行的大部分副科教材教辅需要从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采购，且南方传媒

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发行资质

唯一合法单位（整合过渡期含教育书店），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的该等交易

在广弘资产 51%国有股权整体划转前一直持续发生。股权划转完成后，由于南方

传媒和广弘控股构成关联方，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上述关联交易在出

版集团解决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同业竞争之前，预计该关联交易持续存在，

而且广弘控股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 2018 年度合并营业收入占比广弘控股的营业

收入超过 50%，具有必要性。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市场定价，

适用于我国中小学教材实行的政策性定价政策，该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

司以稳定的价格取得发行业务和教材教辅图书，保持公司经营稳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

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该事项为公司子公司教育

书店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交易公平、公正，对公司未来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由于广弘控股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经营广东省中小学全省副科教材教辅



 

 11 

的发行业务，而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广东省内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业

务和发行业务，南方传媒及其控制子公司业务涵盖教材和教辅的全产业链，教育

书店发行的大部分副科教材教辅需要从南方传媒进行采购，且南方传媒下属控股

子公司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发行资质唯一合法

单位（整合过渡期含教育书店）。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的该等交易多年之前

一直存在并持续发生。而且广弘控股图书发行业务板块收入 2018 年占比超过

50%，该等关联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以稳定的价格取得发行业务和教材教辅图

书，上述关联交易在广版集团解决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同业竞争之前具有其

必要性。 

2、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是公允的，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造

成公司向关联方利益倾斜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 

3、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2019年度教学用书、社会图书采购及代理发行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