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保荐机构”）作为每

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每日互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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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每日互动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相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 1 月 18 日，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该议案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根据目前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就代理业务在 2021

年预计收入 960 万元保持不变，对应业务流水金额增加 8,000.00 万元。（具体明

细见“（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2021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10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天回避表决。本次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的就代理业

务在 2021年预计收入 960万元保持不变，对应业务流水金额增加 8,000.00万元。

具体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 年预计业务流水金额 2021 年

1-9 月已发

生金额 

2020 年

发生金额

[注 1] 增加前 增加金额 增加后 

向关

联人

提供

服务 

微梦创科

网络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 

腾讯广点通、头

条等代理业务[注

2] 

公允价值 
24,000.00 8,000.00 32,000.00 17,595.05 21,103.51 

合计 24,000.00 8,000.00 32,000.00 17,595.05 21,103.51 

注： 

1、2020 年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经审计。 

2、根据公司会计政策，代理类增长服务按净额确认收入，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为对

应的业务流水金额。 

（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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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提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 

基础推送、DMP

数据服务、标签匹

配、应用唤醒、促

活等 

162,457,362.77 197,000,000.00 -17.53% 

 

 

 

 

 

 

 

 

 

 

 

 

 

2020 年 1

腾讯广点通、头条

等代理业务 
3,849,938.61 11,000,000.00 -65.00% 

星潮闪耀移动网络科

技（中国）有限公司 
应用唤醒、促活等 4,020,523.41 

5,800,000.00 239.91% 

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标签匹配等 15,621,951.62 

北京微聚未来科技有

限公司 
应用唤醒、促活等 70,754.71 

北京微游互动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腾讯广点通代理

业务 
1,261.47 



供

服

务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 

腾讯广点通代理

业务 
59,225.27 900,000.00 -93.42% 

月 22 日/ 

2020 年 4

月 13 日/ 

2020 年 9

月 26 日 

巨潮资讯

网

http://www

.cninfo.co

m.cn 

应用唤醒、促活等 326,917.11 27,000,000.00 -98.79%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

限公司 

腾讯广点通代理

业务 
138,190.36 450,000.00 -69.29% 

应用唤醒、促活等 3,962,264.15 1,500,000.00 164.15%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

公司 

标签匹配、应用唤

醒、促活等 
3,124,435.06 

5,000,000.00 -34.95%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 

腾讯广点通代理

业务 
127,968.70 

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

公司 
数据服务 6,030,371.64 30,000,000.00 -79.90% 

亿启（杭州）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基础推送、应用唤

醒、促活等 
603,416.02     

小计 200,394,580.90 278,6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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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961.35 1,500,000.00 -58.87% 

浙江省数据安全服务

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357,936.33 10,000,000.00 -96.42% 

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

公司 
数据服务 4,839,758.96     

北京新浪广告有限公

司 
市场推广费 47,169.81     

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市场推广费 47,169.81     

深圳市个联科技有限

公司 
硬件采购 43,805.30     

数字天堂（北京）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流量采购 64,057.20     

小计 6,016,858.76 11,500,000.00   

合计 206,411,439.66 290,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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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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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公司与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的代理类增长服务业务流水预计

额度为 25,000.00 万元，2020 年实际发生流水金额为 21,103.51 万元。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

额差异为-15.59%。 



2、2020 年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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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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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受 Weibo 

Corporation（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Wei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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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因此为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公告不列示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

司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列示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控制方

Weibo Corporation 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A、基本情况： 

微博是人们在线创作、分享和发现内容的领先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将公开、

实时的自我表达方式与平台强大的社交互动、内容整合与分发功能相结合。任何

用户都可以创作并发布微博，并附加多媒体或长博文内容。微博上的用户之间的

关系可能是不对称的，每个用户都可以关注任何其他用户，对任何一条微博发表



评论并转发。微博简单、不对称和分发式的特点使原创微博能演化为快速传播、

多方参与并实时更新的话题流。 

B、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美元 

科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7.03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30.10 

科目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0.33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31 

注：2021 年 1-6 月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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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带来坏账损失等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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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协议，会遵循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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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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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审核及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天回避表决。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 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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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将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2、 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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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需求，不

影响公司独立性，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

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增

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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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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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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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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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冠鹏         高  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