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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关联董事回避及原因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2021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省广博报堂整合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博公司”）、

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代博公司”）、珠海市省广

星美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达”）、珠海市省广盛世体验营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体验营销”）、广州多触电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多触电商”）、广东省广影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广影业”）、珠海

博纳思品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纳思”）、珠海省广纳思博报堂

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思博报堂”）、珠海市省广凯酷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省广凯酷”）、珠海市省广众烁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广

众烁”）、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桥”）、省广翰

威（上海）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广翰威”）、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集团”）、广东省羊城大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羊城大健康”）、广东广新跨境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

售公司”）、深圳予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予文”）、优美国际

电子商务（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美国际”）、广东省轻工进出口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公司”）、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外贸公司”）、广东省广汽车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营销”）、

省广聚合（北京）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广聚合”）、深圳东信时



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信时代”）存在部分必要的、合理的关联

交易。 

本次 2021 年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于公司董事长陈钿隆先生兼任广博公司、广代博公司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何滨先生兼任省广影业董事长；董事杨远征先生兼任星美达董事、体验

营销董事长、多触电商董事长、省广凯酷董事长、省广众烁董事、省广翰威副

董事长、优美国际副董事长；谢景云兼任广新集团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

关联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

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相关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实际关联

交易金额 

2020年度预计

金额 
披露日期及索引 

广博公司 销售 102,031.70  115,000 
2020年4月30日、

8月 20日、10月

29日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2020-017）、

《关于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2020-041）、《关

于增加 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0-049） 

广代博公司 销售 23,052.41  40,000 

星美达 销售 4,433.96  10,000 

省广聚合 销售 2,636.29  5,000 

体验营销 销售 9.93  500 

多触电商 销售 -  200 

省广影业 销售 531.28  5,000 

博纳思 销售 2,386.41  12,000 

纳思博报堂 销售 8,970.80  20,000 

开合科技 销售 -  200 

省广凯酷 销售 58.37  500 

省广众烁 销售 2,778.22  5,000 

东信时代 销售 1,832.81  2,000 

珠江桥 销售 50.37  500 

ADK 销售 - 200 

梦洁宝贝 销售 7.15  200 



省广翰威 销售 337.49  2,500 

钛铂新媒体 销售 -  1,000 

省广阳光 销售 -  200 

广新集团 销售 149.53 200 

广佛轨道 销售 - 200 

广博公司 采购 1,810.22  3,000 

合宝文娱 采购 -  500 

星美达 采购 2,157.50  3,000 

体验营销 采购 165.72  500 

省广影业 采购 4,992.79  5,000 

博纳思 采购 105.66  2,000 

纳思博报堂 采购 970.84  2,000 

上海恺达 采购 -  500 

开合科技 采购 527.17  1,000 

省广凯酷 采购 22.64  500 

省广众烁 采购 9,897.25  10,000 

东信时代 采购 77.18  500 

广佛轨道 采购 22.84  500 

省广翰威 采购 1,253.44  2,000 

钛铂新媒体 采购 -  200 

省广阳光 采购 -  500 

多触电商 采购 -  200 

广州中懋 采购 -  2,000 

广代博公司 采购 -  1,000 

省广聚合 采购 111.70  500 

珠江桥 采购 - 200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 

由于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受客户需求变化、市场行情

变化等因素影响，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

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的说明 

公司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开展业务，公平合理，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由于公司在实际

经营过程中，受客户需求变化、市场行情变化等因素影响

所导致。 

3、2021年预计的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1年预计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广博公司 销售 公平议价 120,000 

广代博公司  销售 公平议价 40,000 



星美达 销售 公平议价 1,000 

体验营销 销售 公平议价 500 

多触电商 销售 公平议价 200 

省广影业 销售 公平议价 1,000 

博纳思 销售 公平议价 5,000 

纳思博报堂 销售 公平议价 15,000 

省广凯酷 销售 公平议价 500 

省广众烁 销售 公平议价 20,000 

珠江桥 销售 公平议价 500 

省广翰威 销售 公平议价 1,000 

广新集团 销售 公平议价 500 

羊城大健康 销售 公平议价 200 

零售公司 销售 公平议价 2,000 

深圳予文 销售 公平议价 500 

汽车营销 销售 公平议价 15,000 

省广聚合 销售 公平议价 5,000 

东信时代 销售 公平议价 20,000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广博公司 采购 公平议价 3,000 

星美达 采购 公平议价 5,000 

体验营销 采购 公平议价 500 

省广影业 采购 公平议价 5,000 

博纳思 采购 公平议价 5,000 

纳思博报堂 采购 公平议价 2,000 

省广凯酷 采购 公平议价 200 

省广众烁 采购 公平议价 10,000 

省广翰威 采购 公平议价 3,000 

多触电商 采购 公平议价 200 

广代博公司  采购 公平议价 500 

珠江桥 采购 公平议价 100 

优美国际 采购 公平议价 2,500 

深圳予文 采购 公平议价 7,000 

轻工公司 采购 公平议价 100 

外贸公司 采购 公平议价 100 

汽车营销 采购 公平议价 40,000 

省广聚合 采购 公平议价 2,000 

东信时代 采购 公平议价 200 

公司预计 2021 年将承接上述公司业务，提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

相关人员签署相关协议。 

二、关联交易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省广博报堂整合营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陈钿隆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 3号汇美大厦 601室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市场营销策划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承办会议及展览服务；电子商务；软

件开发；网站设计服务；代办印刷。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2,391.12万元，净资产为 11,959.91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144,198.51

万元，净利润 4,845.07 万元。  

2、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陈钿隆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2号利通广场规划设

计楼层 11层全层单元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市场营销信息咨询

服务、会务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2,612.70万元，净资产为 6,732.33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52,844.60

万元，净利润 270.14 万元。  

3、珠海市省广星美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建国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1883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企业策划；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除外）；市场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旅游信息咨询；技术推广服务；财务咨询(不

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

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基

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

（不含医用软件）。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263.03万元，净资产为 2,122.85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9,057.79 万

元，净利润 165.52 万元。  

4、珠海市省广盛世体验营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远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5325 

经营范围：移动互联网营销，社交媒体营销；投资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企业策划，企业形象设计，品牌推广；经济信息咨询；

影视制作，广播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服务；网络和数字化经营，移动互联网营

销，社交媒体营销；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工艺美术品、

包装设计、室内装饰及设计，电脑平面设计，网页设计；客户关系管理；商业

批发、零售；文艺体育活动、会议展览、展馆布置、庆典活动的策划、商业整

合、营销服务。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20.25万元，净资产为 295.96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76.32 万元，净

利润 58.93 万元。  



5、广州多触电商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远征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 1810房(仅限办公用途)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贸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体

育运动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交通运输咨询服务;公共关系服务;游戏软件

设计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代理印刷业务（不直接从事印

刷）;软件开发;地理信息加工处理;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投资咨询服务;策划创意服务;仓储

咨询服务;广告业;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非许可类医疗器

械经营;食品添加剂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化妆品零售;厨房用具及日

用杂品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粮油零售;豆制品零售;调味品零售。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58.99万元，净资产为 1,018.92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145.47 万元，

净利润 4.38万元。  

6、广东省广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何滨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9267 

经营范围：影视文化项目的开发；影视节目的拍摄与制作；承办国内、国

外文化交流活动；承办文化体育活动；广告制作；国内、国外影视发行；文化

投资；国际文化传媒；举办大型文艺活动及演出；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设

计；项目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展览信息咨询，文化信息咨询；企业

文化艺术交流；展示、展览策划；企业形象设计；市场营销策划；场地租赁；



文化学术交流，市场推广宣传、大型礼仪庆典活动、模特演出经纪。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032.39万元，净资产为 2,308.43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11,312.20 万

元，净利润 3.67万元。  

7、珠海博纳思品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栗源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3348 

经营范围：品牌管理咨询、企业公关咨询、数字营销、会展及媒介代理；

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展览策划，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258.99万元，净资产为 1,198.85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4,005.40 万

元，净利润 29.48万元。  

8、珠海省广纳思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向寒松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创意谷 19号 5楼 501室 101

单元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市场营销策划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电子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承办会议及展览服务；电子商务

（不涉及电信增值业务）；软件开发；网站设计服务；代办印刷服务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3,950.68万元，净资产为 701.45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18,914.54 万

元，净利润-595.03 万元。  

9、珠海市省广凯酷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湘滟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24267(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多媒体设计服务;美术图案

设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包装装潢设

计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

企业形象策划服务;市场调研服务;广告业、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模特服务;文艺创作服务;时装设计服务;公司礼仪服

务;软件开发;软件服务;包装服务。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523.02万元，净资产为-15.32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169.56万元，净利

润-187.74 万元。  

10、珠海市省广众烁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吾震飞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3973 

经营范围：移动互联网营销,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网站开发、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图文设计制作;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

商务信息咨询,工艺礼品销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社交媒体营销

等数字融合营销服务。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7,160.08万元，净资产为 7,481.61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30,869.03

万元，净利润 1,148.41 万元。  

11、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820.5258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昌青 

注册地址：中山市小榄镇德来南路 8号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技术的研发；食品生产，食品经营（含网上销售）；

销售、网上销售：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农副产品（活

禽、生鲜肉、蔬菜、水产品除外）；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

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1,629.97万元，净资产为 11,647.19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35,574.23

万元，净利润 3,507.65 万元。  

12、省广翰威（上海）广告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Michael Edward Amour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887 号 8层 8003室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广告咨询，承办展

览业务，服装设计，摄影服务。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3,597.23万元，净资产为 2,943.82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9,690.16 万

元，净利润 152.50 万元。   

13、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白涛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号 1601房 

经营范围：股权管理；股权投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新材料（合

金材料及型材、功能薄膜与复合材料、电子基材板、动力电池材料），生物医



药（化学药、生物药），食品（调味品、添加剂）；数字创意，融合服务；高端

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运营；现代农业开发、投资、管理；国际

贸易、国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物业租赁与管理。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674,392.17 万元，净资产为 2,613,371.61 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7,113,661.10万元，净利润 216,299.83万元。  

14、广东省羊城大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顺慧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执信南路 10号 5楼、4楼自编 401号  

经营范围：化妆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新

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添加剂销

售;新鲜蔬菜批发;棉、麻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

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

用医疗用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药品批发;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

（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酒类经营;兽药经营。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9,304.23万元，净资产为 28,422.02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56,295.77

万元，净利润 4,569.16 万元。  

15、广东广新跨境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楠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351号 1701单元自编 1716房 

经营范围：商品零售贸易(涉及外资准入特别管理规定和许可审批的商品

除外);技术进出口;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涉



及外资准入特别管理规定和许可审批的商品除外）;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

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房屋租赁;软件产品开发、生产;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国际货运代理;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佣金

代理;水上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代理;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药品

及医疗器械）;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货物进出口(涉及外资准入特别管理规

定和许可审批的商品除外);保健食品零售(具体经营项目以《食品经营许可证》

为准);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普通货物运输（搬家运输服务）;道路货物运输;

一般商品的共同配送、鲜活农产品和特殊药品低温配送等物流及相关技术服务;

食品经营管理;预包装食品批发;网络销售预包装食品;预包装食品零售;散装

食品零售。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761.05万元，净资产为 1,690.26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33,916.21 万

元，净利润 7.79万元。  

16、深圳予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华文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专业设计服务；票务代理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摄影扩印服务；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办公

用品销售；家具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国

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0

万元，净资产为 0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17、优美国际电子商务（广州）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广诺  

注册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高信一路 11号 F栋 501  

经营范围：五金产品批发;广告设计、代理;软件开发;广告制作;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会议及展览

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电子元器件批发;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办公

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翻译服务;票务代理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电

子产品销售;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日用品出租;贸易经纪;租借道具活动;

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

文具用品批发;办公设备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酒店管理;销售代理;餐饮

管理;医院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专业设计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平面设计;软件外包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建筑材料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工业设计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动漫游戏

开发;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电子元器件

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体育用

品及器材批发;网络技术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日用

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家用视听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乐器批发;远程健康管

理服务;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网络与信息

安全软件开发;计算器设备销售;软件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音响设备销售;

通信设备销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互联网信

息服务;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

售预包装食品）;网络文化经营;基础电信业务;保险经纪业务;药品批发;药品

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演出经纪。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74.99万元，净资产为 374.1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0.9

万元。  

18、广东省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868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杜绪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南路 52号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营仓储业、物资供销业（不含汽

车、金、银、化学危险品）；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含酒精饮料）、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农产品，鲜活冰鲜，水产品，冻肉，百货，餐厨用品，

家用电器，服装，服饰，鞋帽，箱包，纸品，医疗用品及器材，医疗器械；提

供商贸信息服务，自有物业出租和管理。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56,932.47万元，净资产为6,849.79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64,414.79万元，

净利润504.57万元。 

19、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943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杜绪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351号广东外经贸大厦 15-18楼  

经营范围：批发危险化学品（无储存设施）；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主

营：酒精饮料）（以上项目凭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方可

经营）；自有办公楼租赁、物业管理、房产中介（由分支机构办照经营）；批发、



零售本公司出口转内销商品和进口内销商品（不含专营、专控商品）；销售：

木材，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家用电器，通讯器材（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备），音响器材，办公设备，医疗用品及器材，医疗器械；对外经济

贸易咨询。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49,726.56万元，净资产为87,810.46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29,070.36

万元，净利润3,405.05万元。 

20、广东省广汽车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刚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996 号 203房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广告业;市场营销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市场调研服务;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软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计算机技术转让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文化传播（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文化推广（不

含许可经营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大型活动指晚会、

运动会、庆典、艺术和模特大赛、艺术节、电影节及公益演出、展览等，需专

项审批的活动应在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具体经营范围以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为准）。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7,214.38万元，净资产为98.58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9,997.40万元，净

利润90.88万元。 

21、省广聚合（北京）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昊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号院 1号楼 5层 606-5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策划、设计；经济贸易咨询；会议服务；包装服

务；产品设计；模型设计；包装装潢设计；工艺美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影视策划；市

场调查；销售电子产品、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

化妆品、工艺品、首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645.99万元，净资产为 973.61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1,883.53万元，

净利润-314.49万元。 

22、深圳东信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436.41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杨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号深圳湾科技

生态园 12栋 B座 20 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通讯网络系统软件设计与开发，网络技术咨

询；国内贸易；从事广告业务；房地产中介及代理；经营进出口业务。 

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1,514.9万元，净资产为 27,123.7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91,961.7万

元，净利润-4,823.6 万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博公司、广代博公司系本公司的合营企业，本公司分别占有两家公司 50%

股权；星美达、体验营销、多触电商、省广影业等系本公司直接或间接的参股

公司，且公司部分董监高人员在上述企业担任董事；广新集团及珠江桥、羊城

大健康、零售公司、轻工公司、外贸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汽

车营销等系本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关联方。因此上述公司与本

公司均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并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与上述公司定价是在参考媒介代理、广告制作业务的市场收费水平的

基础上，综合考虑客户业务量、公司提供的服务及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上，

经公司与关联公司反复进行商业谈判所确定，充分体现了各方的商业利益，完

全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定价公允。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本年度尚未签署相关协议，将按照公司具体业务进展统

一签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广博公司代理“广汽本田”品牌，拥有相当高的媒体投放量。本公司

代理其广告发布业务，可为本公司带来可观的收益，同时增强本公司媒体谈判

能力，进而增强本公司对其他客户的谈判能力，有利于主营业务的进一步巩固

与发展。 

2、广代博公司代理“广汽丰田”品牌，拥有相当高的媒体投放量。本公

司代理其广告发布业务，可为本公司带来可观的收益，同时增强本公司媒体谈

判能力，进而增强本公司对其他客户的谈判能力，有利于主营业务的进一步巩

固与发展。 

3、公司与星美达、省广聚合、多触电商、省广影业等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且由交易双方在平等、自

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达成，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

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各项关联交易交易公允、价格公允、资金没有占用，没有损害公司的

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上述交易有利于保持公司及子公司生产、销售的稳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

先调查，审核相关资料，对此说明如下： 

公司与广博公司、广代博公司等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合同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

了市场原则，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采取市场定价原则，没

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此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必须履行相关审批程

序，且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我们提交了有关 2020

年度、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我们经过仔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

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现

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由于公司

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受客户需求变化、市场行情变化等因素影响所导致。公司

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开展业务，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2021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业务，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交

易价格均以市场原则公允定价，符合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预计可以

给公司带来良好收益，有利于公司发展，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

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关联董事依照有关法规在表决

时进行了回避，并得到了有效通过。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