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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2019年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每日互动”）及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与新浪系、百度系

等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业务相应的收入、成本总额预计不超过

22,365.00万元（具体明细见“（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

额”），流水总额不超过41,28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与关联人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26,800万元，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3,392.25万元，实际发生未超过预计金额。

2020年1月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张鹏、陈天、曹晓冬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北京禾裕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具体如下：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元）

年初至披

露日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元）

向关

联人

提供

服务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代理类增长服务 公允价格 900,000.00 0 660,063.43

非代理类增长服务 公允价格 27,000,000.00 0 23,295,736.53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

有限公司

代理类增长服务 公允价格 450,000.00 0 57,629.41

非代理类增长服务 公允价格 1,500,000.00 0 1,635,344.53

其他百度系关联方 非代理类增长服务 公允价格 5,000,000.00 0 867,006.00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风控服务 公允价格 2,000,000.00 0 2,004,716.98

代理类增长服务 公允价格 4,500,000.00 0 1,240,887.40

非代理类增长服务 公允价格 145,000,000.00 0 88,591,004.03

其他新浪系关联方
非代理类增长服务、

品牌服务
公允价格 5,800,000.00 0 5,223,231.93

北京云真信科技有

限公司
风控服务 公允价格 30,000,000.00 0 909,851.16

小计 222,150,000.00 0 124,485,471.40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元）

年初至披

露日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元）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服务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

有限公司
IDC费用 公允价格 1,500,000.00 0 125,157.79

小计 1,500,000.00 0 125,157.79

注：

1、“上年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2、根据公司会计政策，代理类增长服务按净额确认收入，2019年度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代理类增长服务

实现收入分别为660,063.43元、57,629.41元、1,240,887.40元，对应的业务流水金额分别为

13,975,175.72元、2,096,307.49元、102,480,875.21元（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2020年度百度在

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的代理类增长服务预计收入分别为90万元、45万元、450万元，对应的业务流水金额分别为

3000万元、1500万元、1.5亿元。

3、公司董事张鹏先生拟于近日担任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的规定，届时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关联法人，故将公

司与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交易预计列入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

4、上述关联交易结算方式为按月结算，年初至披露日尚未结算。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

（元）

实 际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 露

日 期

及 索

引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服

务

百 度 时 代 网 络 技 术

（北京）有限公司及

百度集团其他关联方

增长服务 12,285.62 31,000,000.00 0.00% -99.96%

2019
年 4
月 25
日/
2019
年 8
月 28
日/
2019
年 12
月 24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
/ww
w.cni
nfo.c
om.c
n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增长服务 23,955,799.96 60,000,000.00 8.45% -60.07%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

公司
增长服务 854,720.38 3,000,000.00 0.30% -71.51%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

限公司

开发者服务 47,169.81
28,500,000.00

0.10%
-93.88%

增长服务 1,696,304.13 0.60%
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及新浪旗

下其他关联方

品牌服务 64,387.75 1,000,000.00 0.62% -93.56%

北京小度互娱科技有

限公司
开发者服务 47,169.81 500,000.00 0.10% -90.57%

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

公司
风控服务 909,851.16 - 1.30% -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风控服务 2,004,716.98

98,000,000.00

2.86%

-5.71%开发者服务 566,037.74 1.19%

增长服务 89,831,891.43 31.70%

星潮闪耀移动网络科

技（中国）有限公司

风控服务 471,698.12

17,000,000.00

0.67%

-65.03%开发者服务 314,465.39 0.66%

增长服务 5,158,844.18 1.82%

亿启（杭州）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开发者服务 3,773.61 - 0.01% -

增长服务 3,728,947.17 - 1.32%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
增长服务 - 1,000,000.00 0.00% -100.00%

小计 129,668,063.24 240,000,000.00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服

务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

限公司
IDC费用 125,157.79 8,000,000.00 0.53% -98.44%

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

公司
数据服务 1,808,451.47 - 23.29% -

北京小度互娱科技有

限公司

媒体流量采

购
13.26 7,000,000.00 0.00% -100.00%

北京新浪广告有限公

司
推广宣传费 158,956.60 - 1.67% -

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推广宣传费 124,062.26 - 1.30% -

广州市居云科技有限 媒体流量采 330,188.68 - 0.41% -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购

杭州弧途科技有限公

司
推广宣传费 25,849.06 100,000.00 0.27% -74.15%

杭州市青年企业家协

会
中介咨询费 30,000.00 - 0.87% -

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 中介咨询费 5,000.00 - 0.14% -
深圳市奥思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推广宣传费 42,452.83 - 0.45% -

数字天堂（北京）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

媒体流量采

购
7,345.05 - 0.01% -

浙商总会 中介咨询费 10,000.00 - 0.29% -
杭州微禾迅科技有限

公司
劳务费 922,330.11 - 45.83% -

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媒体流量采

购
- 5,000,000.00 0.00% -100.00%

上海个众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媒体流量采

购
- 5,000,000.00 0.00% -100.00%

小计 3,589,807.11 25,100,000.00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

品

深圳市个联科技有限

公司

智能客流硬

件
643,979.64 2,300,000.00 8.51% -72.00%

杭州回车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购置礼品费 20,689.66 600,000.00 0.34% -96.55%

小计 664,669.30 2,900,000.00

合计 133,922,539.65 268,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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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与变化情况适时调

整采购及销售的策略、渠道等，同时鉴于日常性交易发生具有

持续性，主要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因此预计数据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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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

差异，主要系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

致，具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

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未影响

到公司的独立性。

注：

1、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对公司业务分类进行了调整，本公告内容对关联交易内容进行了相

应调整以确保和最新的收入分类表述保持一致，但关联交易的实际交易方式和内容与2019年初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每日互动公告编号：2019-009）披露内容完全一致。敬请投资者

知悉。

3、上述部分关联交易属于董事长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该等关联

交易业经董事长内部审批决定，履行了相关的审议程序。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百度系关联方

（1）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珊珊

注册资本：4,520万美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百度大厦三层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承接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软件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

销售自产产品、医疗器械II类、电子产品、器件和元件、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灯具、五金交电、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系统集成；委托

加工生产通讯设备；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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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与其受同一控制的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公司的

关联人，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志祥

注册资本：13，421,128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百度大厦2层

经营范围：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推广；

设计、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经济信息咨询；利用www.baidu.com、

www.hao123.com(www.hao222.net、www.hao222.com)网站发布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医



疗软件技术开发；委托生产电子产品、玩具、照相器材；销售家用电器、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

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卫生用品、体育用品、纺织品、

服装、鞋帽、日用品、家具、首饰、避孕器具、工艺品、钟表、眼镜、玩

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仪器仪表、塑料制品、花、草及观赏植物、建筑

材料、通讯设备、汽车电子产品、器件和元件、自行开发后的产品；预防

保健咨询；公园门票、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展览会票务代理；翻译服

务；通讯设备和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车联网技术开

发；汽车电子产品设计、研发、制造（北京市中心城区除外）；演出经

纪；人才中介服；经营电信业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演出

剧（节）目、动漫产品、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表演、

网络游戏技法展示或解说（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4月17

日）；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出版、教育、医疗保健以外的内容）；图

书、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网上销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演出经纪、人才中介服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

音乐娱乐产品、演出剧（节）目、动漫产品、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

货币发行）、表演、网络游戏技法展示或解说、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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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与其受同一控制的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

人，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及

其他百度系关联方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



公司均受Baidu,Inc.（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股票代码：BIDU）控制，因此

为公司的关联方，百度系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公告不逐一列示百度系各关联方的基本

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列示百度系关联方的控制方Baidu,Inc.基本情况及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A、基本情况：

百度（纳斯达克：BIDU），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及最大的中文

网站，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2000年1月1日创立于中关村。百度坚持

“夯实移动基础，决胜AI时代”战略，旗下有百度App、好看视频、百度

智能云等上百个产品，并已拥有Apollo自动驾驶开放平台和小度助手

（DuerOS）对话式人工智能操作系统两大开放生态。中国互联网视频行

业处于领先地位的“爱奇艺”和金融领域关键布局的全新产品“度小满”

是百度旗下两大独立业务。百度商业服务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品牌建设、效

果推广及消费者运营的全方位商业服务。同时，百度一直秉承着“科技为

更好”的社会责任理念，坚持运用创新技术，联合共益伙伴，聚焦于解决

社会问题，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B、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人民币

科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028.59 2,975.66

净资产 1692.99 1,757.52

科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785.29 1,022.7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2.88 275.73

注：2018年度相关财务数据业经审计，2019年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新浪系关联方



（1）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国伟

注册资本：18,000万美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

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2层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移动通讯领域的信息

技术；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互联网网站设计、维

护及技术服务；为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提供咨询服务；设计、制作、发布、

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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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北京禾裕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与其受同一控制的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是公司的关联人，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及其他新浪系公司受Weibo

Corporation（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股票代码Weibo）或Sina Corporation（纳

斯达克上市公司，股票代码：SINA）控制，Weibo Corporation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禾裕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受Sina

Corporation（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股票代码：SINA）控制，因此为公司的

关联方，新浪系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公告不逐一列示新浪系关联方的基本情

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列示新浪系公司的控制方Sina Corporation基本情况及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A、基本情况：



新浪公司是一家服务于中国及全球华人社群的领先网络媒体公司。新

浪通过门户网站新浪网（SINA.com）、新浪移动（移动门户及移动应

用）和社交媒体微博（Weibo.com）组成的数字媒体网络，帮助广大用户

通过电脑和移动设备获得专业媒体和用户自生成的多媒体内容并与友人进

行兴趣分享。新浪通过主营业务及其他业务线向广大用户提供一系列网络

媒体和社交媒体服务，为企业和广告客户创立与其目标客户高效联系和沟

通的丰富渠道。

B、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美元

科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4.19 58.86

净资产 40.53 37.63

科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5.70 21.0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5 1.26

注：2018年度相关财务数据业经审计，2019年1-9月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静雅

注册资本：178.575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8层911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

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计算机系统服

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产品设计；基础软件服务；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4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

心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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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每日互动董事张鹏拟于近日担任北京云真信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届时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关联人，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条第

（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302,488.80

净资产 2,631,326.70

科目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940,327.48

净利润 -768,673.3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各关联人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

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给公司带来坏账损失等。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

依据与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交易价格确定。无市场价格可供比较的或定价

受到限制的重大关联交易，交易价格按照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

上合理利润的标准予以确定，以保证交易价格公允。

（二）关联交易协议

2019年4月1日，公司与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新

浪与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公司为微梦

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提供增长服务事宜，有效期自2019年4月1

日至2020年3月31日。



2019年5月1日，公司与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签订

《微博与个推补充协议》，约定推广微博产品的商业合作事宜，有效期

自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1日，公司与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签订

《绿洲、一直播等与个推补充协议》，约定推广微博产品的商业合作事

宜，有效期自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019年7月3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云深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百

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大数据技术应用领域

的商业合作事宜，有效期自2019年7月30日至2020年7月29日。

其他尚未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将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原

则，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

进行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以市场或评估的公允价格为依

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

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需

要，交易双方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定价模式符合诚实、信用、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因此，同意将本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依据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20

年度经营计划制定的，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因该关联交易对

关联方造成依赖。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核。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已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对此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关联交易

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

东大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保持正常、持续经营的实际需要，有

助于扩大公司经济效益及生产成本优势。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非关联方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5、关联交易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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