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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36    证券简称：广西广电    公告编号：2021-005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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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胡源先生、黄秉先生、方鹰先生、陈

斐先生回避表决《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9名非

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关联董事胡源先生、黄秉先生、卢景华先生回

避表决《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10名非关联董事一

致同意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 2020 年度预计及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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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产

品、提供

劳务 

广西广

播电视

台 

线路租赁      9.06  

专线接入费   3.54   

广西广

电新媒

体有限

公司 

传输服务、直播

监控技术服务等 
 2316.7  

2239.59   

机房能耗费用 44.92   

水电费 19.62   

广西广

电移动

多媒体

传播有

限责任

公司 

线路传输   93.99   

广西美

丽天下

广告有

限责任

公司 

技术服务   16.37   

广西乐

思购百

货贸易

有限公

司 

线路传输   0.33   

南宁广

播电视

台 

线路租赁费   7.21   

桂林广

播电视

台 

专网代建  7914 5540.66 

公司披露的预计数是合

同总额，2020 年按合同

额支付。 

北海市

广播电

视台 

线路传输   27.83   

百色市

广播电

视台 

专网收入   0.45   

贵港市

广播电

视台 

设备销售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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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

电大数

据科技

有限公

司 

商品销售   10.35   

线路传输   3.72   

设备销售   0.029   

小计    8019.68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委托关联

人销售产

品、商品 

广西广

播电视

台 

广告费 

2894  

730.13 受疫情影响，公司很多宣

传活动没有举办。 

 广西广

告公司 

业务宣传费、广

告费 
28.35 

南宁广

播电视

台 

水电费   66.03   

报刊费   5.43   

贵港广

播电视

台 

水电费   40.1   

广告费   0.94   

玉林广

播电视

台 

水电费   38.82   

公共服务管理费   16.25   

广西广

电大数

据科技

有限公

司 

采购硬件及服务  2684 1600.64 
有一些项目还未完成验

收工作 

小计    2526.7   

在关联人

的财务公

司存款 

广西广

电新媒

体有限

公司 

房屋租赁  139.99 63.79   

广西广

告公司 
房屋租赁   2.78   

小计    66.58   

 

来宾市

广播电

视台 

房屋租赁   22.3   

玉林广

播电视

台 

房屋租赁   8.82   

小计    31.12   

合计    15948.69  10644.08   

（三）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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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关系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金额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广西广告公司 
同一实际控

制人 
接受劳务 制作费 市场定价 0.8 

广西广电大数

据科技公司 

公司高管担

任该单位高

管 

接受劳务 

云计算、融

合媒体云及

软件开发等

服务 

招标采购 3538 

合计         3538.8 

关联租赁(公司作为出租人) 

广西广电新媒

体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

制人 
租赁 房屋租赁 市场定价 140 

合计         14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广西广播电视

台 
控股股东 提供劳务 线路租赁 

招标、市

场定价 
9.39 

广西乐思购百

货贸易有限公

司 

同一实际控

制人 
提供劳务 线路租赁费 市场定价 4.2 

梧州市广播电

视台 

公司董事担

任该单位高

管 

提供劳务 
高清化改造

项目 

政府公开

招标 
2350.91 

桂林市广播电

视台 

公司董事担

任该单位高

管 

提供劳务 
高清化改造

项目 

政府公开

招标 
1914 

广西广电大数

据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高管担

任该单位高

管 

提供劳务 
线路、宽带

租赁费 
市场定价 35.2 

合计         4313.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广西广播电视台 

广西广播电视台成立于 1970 年 10月 1 日；开办资金：15.19 亿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000MB18779393；宗旨和业务范围：坚持正确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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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组织重大宣传报道,广播影视和网络

视听节目创作生产、发行、播出,打造新媒体传播平台,加强对外传播能力

建设,开发、经营相关产业,开展广告经营。广西广播电视台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 广西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 

广西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0057525326Y；经营范围：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网站设计与维护；通讯设备的销售；广

西 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集成、播控、经营、管理；手机电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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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电新媒

体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广播电视台控制的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 广西广告公司 

广西广告公司成立于 1993年 10月 18日；注册资本：53.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198226506H；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

潢印刷品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印刷品装订服务；食品经

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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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食品互

联网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旅游业务；出版物互联网销售；

出版物零售；电视剧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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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平面设计；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摄影扩印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体育中介

代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租赁服务（不含

出版物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图文设

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房地产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教育咨询服

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中医养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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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服务（非医疗）；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投资管理咨询；小食杂；未

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国内贸易代理；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网络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影

摄制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

发；家居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辅料销售；母婴

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

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文化用品设备出租；针纺织品销售；食品添加剂销

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金属工具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厨具卫具

及日用杂品批发；农副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计算器

设备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照相机及

器材销售；渔具销售；户外用品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

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讯设备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日用品批发；美发饰品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文化娱乐经

纪人服务；家用视听设备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广西广告公司是公司控

股股东广西广播电视台控制的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四） 广西广电移动多媒体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广电移动多媒体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注册

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675038410D；经营

范围：广播电视专题、专栏、综艺、广播剧、电视剧、电视动画片等广播

电视节目的制作、发行（按许可证有效期开展经营）；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会议会展服务，文化活动、婚庆舞台的活动策划、电

脑平面设计；数字电视设备、通讯设备销售；移动数字电视及其增值业务

的管理和运营、咨询；电视工程建设；广西 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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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控、经营、管理；手机电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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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电移动多媒体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控

股股东广西广播电视台控制的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五） 广西美丽天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美丽天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29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30752051909；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广告发布（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保健食品销售；

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

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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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制作；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婚庆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

合金销售；肥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木材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妆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家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

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皮革制

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针纺织

品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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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美丽天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广西

广播电视台控制的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六） 南宁广播电视台 

南宁广播电视台开办资金：28619.52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50100MB17510928；宗旨和业务范围：播映电视节目，播出广播节目和

其他信息，为保证广播电视台播出质量提供技术保障，促进社会经济高质

量发展。 （一）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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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二）组织重大宣传报道。 （三）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内参报道、

舆情信息。 （四）组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生产，制作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精品节目，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确保安全播出。 （五）坚持正

确舆论导向，引导社会热点，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 （六）打造自主可控、

影响力强的全媒体传播平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七）加强对外传播能

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南宁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广西声音，

南宁声音。 （八）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南宁广播电视台是

公司 5%以上股东，构成关联关系。 

（七） 贵港广播电视台 

贵港广播电视台开办资金：  282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508004997583036；宗旨和业务范围：广播电视节目转播；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播出；代理发布、设计、制作广播电视广告；广播电视网络及信

息网络增值业务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公司董事在其担任高管，构成关联关

系。 

（八） 玉林广播电视台 

玉林广播电视台开办资金：4169.16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50900MB1D5239XW；宗旨和业务范围：宣传报道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宣传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组织重大宣传报道，提供内参报

道、舆情信息，组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生产，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引导社会热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公司董

事在其担任高管，构成关联关系。 

（九） 桂林广播电视台 

桂林广播电视台开办资金：5,774.17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50300MB1A44864Q；宗旨和业务范围：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宣传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组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生产，制作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节目，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确保安全播出；开展

广告经营、广告发布、广告代理等相关业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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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热点，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打造自主可控、影响力强的新媒体传播平

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

事、桂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广西声音、桂林声音；完成市委、市政府

交办的其他任务。公司董事在其担任高管，构成关联关系。 

（十） 梧州市广播电视台 

 梧州市广播电视台开办资金：2179.8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50400MB1D54424J；宗旨和业务范围：组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创

作生产，制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节目，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确保安

全播出；开展广告经营、广告发布、广告代理等相关业务；坚持正确舆论

导向，引导社会热点，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打造自主可控、影响力强的

新媒体传播平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

故事、广西故事、梧州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广西声音、梧州声音；完成

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公司董事在其担任高管，构成关联关系。 

（十一） 广西广电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广电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MA5MYR726R；经营范围：

数据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服务:计算机网络平台开发，软件开发、技

术转让、应用技术服务;软件测试服务;信息系统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互联网视听及新媒体技术产品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硬件维护服务;计算机信息

系统维护服务;网络维护;网站建设服务;知识产权代理(涉及许可证的项目

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计算机网络工

程(凭资质证经营);软件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统计信息咨询;

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新媒体信息咨询服务;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互联网信息服务(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

部门批准为准);出版物(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

准的为准)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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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西广电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副总经理涂钧先生兼任，构成了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按照公平合理、协商一致、招标采

购的原则定价。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各项经常性的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特点

和日常业务发展的需要，是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的。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

公司和各关联方之间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互补，有利于减少公司交易成本，

且关联交易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预计的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