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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8          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2022-11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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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有助于实施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是公司保持业务

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根据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2021年度

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在2022年度与关联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

的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部门、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21年度，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包括北京中视北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上

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等）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部

门、公司（包括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就版权转让项目、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

广告经营项目、制作项目等多种经营形式开展业务合作。截至报告期末，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各项业务的实际交易金额为：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59,857.52

万元，租赁及技术服务5,219.11万元，广告经营业务38,964.15万元，土地及物

业租赁与其他业务622.42万元，累计交易金额104,663.20万元，总体控制在股东

大会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框架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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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

联方

销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版权转让及

制作业务 
64,120 

58,132.04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245.66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 5.19 

中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51.18 

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28.82 

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120.57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77.36 

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75.94 

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公司 72.55 

鹿鸣影业有限公司 49.07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39.62 

威海中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24.98 

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10.40 

环球国际视频通讯社有限公司 4.3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租赁及技术

服务 
6,000 5,219.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广告经营 

业务 
800 478.40 

收入小计 70,920 64,935.19 

向关

联方

采购 

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节目制作 930 

288.82 

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

任公司 
188.96 

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31.86 

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责

任公司 
21.13 

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 18.87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16.64 

北京中视节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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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 5.49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4.68 

中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9 

北京中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89 

北京金视缘纯水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0.32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31.61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 2.3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广告经营 

业务 
42,700 38,475.39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广告监测 20 10.35 

中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旅游经营 

支出 
30 26.55 

采购小计 43,680 39,132.14 

土地

及物

业租

赁 

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 
土地使用权

承租 
600 

 

595.8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 

土地及 

附属资产 

委托管理 

0 0 

租赁小计 600 595.87 

累计交易金额 115,200 104,663.20 

 

二、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累计预测将不超过 125,000 万元。其中版

权转让及制作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 72,420 万元，租赁及技术服务的累

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 2,600万元，广告经营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 49,120

万元，土地及物业租赁与其他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 860 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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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2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

联方

采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所属的中央电视台

及其下属部门、公司 

广告经营业务  46,900  38,475.39 

广告监测  20  10.36 

节目制作  1,320  619.84 

其他  260  26.55 

采购小计  48,500  39,132.14 

向关

联方

销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所属的中央电视台

及其下属部门、公司 

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 71,100 59,237.68 

租赁及技术服务  2,600  5,219.11 

广告经营业务 200  478.40 

昌荣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广告经营业务 2,000 0 

收入小计 75,900 64,935.19 

土地

及物

业租

赁 

中央电视台无锡太

湖影视城 
土地使用权承租  600  595.8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电视台 

土地及附属资产 

委托管理 
 0    0 

租赁小计  600  595.87 

累计交易金额 125,000 104,663.20 

 

三、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机构合并后所属部门包括新闻中心、

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社教节目中心、财经节目中心、文艺节目中心、农业农村节

目中心、军事节目中心、技术局、总经理室等） 

2018 年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

整合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于 2018年 4月 19日挂牌。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号；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一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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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业务：从事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 

关联关系：因公司控股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为中央电视台全资下

属公司，故公司与中央电视台构成关联关系。  

2、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包括所属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号 

注册资本：1,253,861.98 万元 

主营业务：电视剧制作；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

专栏除外）；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网上销售、音像制品出租；经营演出及经

纪业务；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限保健食品；出版

文艺、社会教育方面的音像制品；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代理电视广告业务；与

广播电视和卫星节目业务有关的设备租赁、技术咨询服务及技术转让；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汽车销售和租赁；批发零售日用品、纺织品、服

装服饰、家具、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自

行车、电动自行车、体育用品及器材、文教用品、玩具、金银珠宝饰品及制品、

工艺品；经济信息咨询。 

关联关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为中央电视台的全资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 

3、 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 

单位住所：无锡市大浮乡漆塘 

注册资本：989.6 万元 

主营业务：为国内外影视剧组摄制影视节目提供场景和设施服务；艺术景点

的游览服务。 

关联关系：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故与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  

4、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号 

注册资本：800 万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发行；境外广播影视节目交易；节目存储管

理、编目、检索服务；广播影视节目的版权登记、立项、报批的咨询服务；国际

国内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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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和维修；翻译服务；从事演出经纪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日用品、纺织品、服装服饰、家具、通讯设备、家

用电器、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自行车（不含电动自行车）、体

育用品、文化用品、玩具、首饰、工艺品、机械设备；会议服务；经济贸易咨询。 

关联关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隶属于中央电视台，故与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5、 中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号 

注册资本：26,961.09万元 

主营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影视文化、技术交流；场景道具、服装、化妆造

型的设计、制作；影视咨询；电视技术咨询及设备的安装、维修、销售；广播电

视通讯网络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安装、维修；与上述业务相关设备、机械设备、

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办公设备、针纺织品、毛纺织品、服装、工艺美术品、日

用百货、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化工材料、汽车及零配件的销售；技术开发、咨

询、转让和服务；办公设备维修；室内外装饰、装修；经济信息咨询；搬家、保

洁服务；物业管理；摄影；服装制作；打字、复印；人才培训；汽车租赁；保险

兼业代理业务；本店内零售卷烟、雪茄烟；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委托生产食品；销售食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关联关系：中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6、 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新苑 4 号楼-2至 13层 101内 9 层 101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

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演出经纪；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出版物零售；

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影摄制；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销售玩具、文具用品、体育用品、日用品、服装、箱包、摄影器材、通讯

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经济贸易咨询；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计算机系统服务；文艺

创作；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租赁摄影器材；维修建筑工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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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舞台灯光音响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

出）；摄影扩印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企业管理咨询；翻译服务；版权贸易；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软件开发；电脑动画设计。 

关联关系：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视科华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 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1 号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 CF29-B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电视综艺、专题片；

租赁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算机技术培

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器乐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舞蹈培训（不得面向

全国招生）；声乐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绘画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 

关联关系：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控股子公司

央视频融媒体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8、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2号 

注册资本：41,800万元 

主营业务：电视剧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电影和广播电视节目发

行；设备租赁；广告代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电影摄制。 

关联关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全资子

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9、 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11号九层 905 

注册资金：10,000万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策划、设计；

公共关系服务；文化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从事文化经纪业务；文艺创作；舞蹈培训；声乐培训；

礼仪服务；企业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调查；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教育咨询；体育咨询；工艺美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翻译服务；版权转让

https://www.qcc.com/firm/gf7fdce17b91b4e2d88af53318858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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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版权代理服务、著作权代理服务；版权贸易；销售工艺品、玩具、电子产

品。 

关联关系：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0、 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苑 5号楼 14层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除外）；

国内呼叫中心业务全国；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

息服务）、含文化、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务、信息即时交换服务；承接电视高科

技和电视系统工程项目的开发、咨询、协作、服务；组织国内外电视业务交流和

培训；承接电视系统的安装、调试、维修；销售电视专用设备、电工器材；空白

磁带及租赁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日用品、服装、通讯设备、

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汽车零配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关联关系：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有限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1、 鹿鸣影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一区 2号楼 5层 502、503单元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电影发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摄制；企业形象策划；信息

咨询；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关联关系：鹿鸣影业有限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全资子公司央视纪录国

际传媒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1号 

注册资本：11,573.507万元 

主营业务：住宿；制售中餐、西餐、日餐（含冷荤凉菜）；销售饮料、酒、

茶、定型包装食品；非医疗性美容理发；洗浴；棋牌；歌舞厅、KTV包间、酒吧；

出租客房、公寓、写字间和会议厅；会议服务；劳务派遣；日用百货销售；为外

国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和电影、电视节目交流制作提供场所、设施和服务；酒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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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收费停车场经营。 

关联关系：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视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3、 威海中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威海市文化路西 63号 

注册资本：200 万元 

主营业务：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广告设计、代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动漫游戏开发；电影摄制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专

业设计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电影发行；演

出经纪。 

关联关系：威海中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中央电视台驻威海办事处，

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4、 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 71幢四层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

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销售食品；销售农作物种子、草种、食用菌菌种；

出版物批发；销售家用电器、五金交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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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体育用品、日用品、纺织品、服装、家具、珠宝首

饰、食用农产品、饲料、花卉、通讯设备、建筑材料、工艺品、钟表、眼镜、玩

具、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摩托车；影视策划；传媒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电脑图文设

计、制作；计算机系统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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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关联关系：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控股子公司央视

国际网络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5、 环球国际视频通讯社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1号 2幢 2207室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11588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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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视频发稿、视频直播、特别节目定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

电视节目的创意、策划、组织；电视技术开发、转让、服务；组织文化技术交流

活动；广告咨询服务；计算机信息咨询活动；广播电视设备租赁；品牌推广及相

关生产品开发；广告制作、代理、发布。 

关联关系：环球国际视频通讯社有限公司为中央电视台的控股子公司，故与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6、 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1号 

注册资本：8,253.96万元 

主营业务：中餐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销售饮料、酒；会议服务；酒店

管理。 

关联关系：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控股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7、 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92号 24层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在服务区内从事电视、广播媒体收视率、收听率监测、调查数据

的加工处理和销售；市场调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关联关系：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控

股子公司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8、 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 1号 CN13 内 1-5层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出版物零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策划；公共关系服务；会议服

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从事文化经纪业

务；文艺创作；舞蹈技术培训；声乐技术培训；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调查；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工艺美

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翻译服务；销售服装、鞋帽、金属材料、工艺品、珠宝

首饰、电子产品、文具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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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控股子公司央视频融

媒体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9、 北京中视节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 55 号 3B-A505 

注册资本：1,300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

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电视综艺节目的咨询、策

划；承办展览展示；承办与电视艺术有关的演出、宣传、培训、比赛；宣传品设

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维修家用电器；家居装饰；技术开发；销售家具、

电器设备、机械设备；租赁舞台设备；舞台艺术设计；舞台艺术造型策划；影视

器材设备的租赁、销售；道具的设计、租赁；产品设计；模型设计；展厅的布置

设计；货物进出口；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北京中视节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视科华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0、 北京中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2号 43号楼 309室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计算机

技术培训；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机械设

备租赁；计算机维修；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

设备、通讯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工程造价咨询；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工程勘察；工程设计。 

关联关系：北京中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1、 北京中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2号 36号楼电力业务楼 411房间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包装食品；普通货运；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承办展览展

示；会议服务；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家居装饰；劳务服务；销售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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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花、草及观赏植物、新鲜蔬菜、新鲜水果；清洁服务；技术服务；洗车

服务；劳务派遣；工程勘察设计；专业承包；工程招标及代理；工程造价咨询；

工程监理；企业管理；害虫防治服务；灭鼠及预防；餐饮管理；城市园林绿化服

务。 

关联关系：北京中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2、 北京金视缘纯水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号 

注册资本：50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食品；委托加工纯净水；委托加工矿泉水。 

关联关系：北京金视缘纯水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3、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 1号楼、2号楼 

注册资本：74,446.71万元 

主营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具体服务项目以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

证为准）；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除外）；从事

互联网文化活动；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品互联网销售；

出版物批发；“央视网”和“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的开发、建设；经济信息咨

询；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硬件设备的开发、

生产、服务；广告业务；物业管理；销售计算机软件、硬件设备、针纺织品、服

装、鞋帽、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游艺用品、室内游艺器材、乐

器、照相器材、摩托车、汽车零配件、摩托车零配件、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办公设备、第二类医疗器械、汽车新车、金银制品、通讯设

备、移动终端设备；预防保健服务；翻译服务；文艺演出票务代理服务；电影票

务代理服务；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

及制品除外）。 

关联关系：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控股子公司，故与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4、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11588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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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5号 

注册资本：4,431.03 万元 

主营业务：进行各种商业市场调查研究及日用商品消费者调查、报纸读者调

查、电视收视率调查、广告知晓率调查和互联网使用率调查；数据采集和分析软

件研究与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关联关系：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故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5、 昌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D14区（凯丰城市广场）1号楼8层828室 

注册资本：40,106.63万元 

主营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互联网技术的研发及

相关技术支持；媒体资源管理咨询；电视运营技术服务（国家禁止、限制类除外）；

公关活动组织策划及咨询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文艺创作；市场

营销策划及营销消息咨询服务；企业策划；承办会议、展览展示。 

关联关系：昌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党郃。上海昌汇广告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昌汇”）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10%的股权，党阳为上海昌汇的法定代表人。党郃与党阳为亲属关系。 

四、 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情况 

1、 版权转让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与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销售、购买电视节目的版权及

其附属产品的业务系不时发生，双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业务发生时订立协

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2、 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向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提供专业广播级影视制作设

备租赁和相应的技术服务以及影视剧后期制作、频道及栏目包装等技术服务，双

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业务发生时订立相关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

依据。 

3、 广告经营项目 

公司将承包经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部分广告时段、与关联方进行广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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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等。 

4、 制作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与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开展节目制作，并将制作成品的

版权及其附属产品销售给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制作销售业务系不时发生，双

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制作销售业务发生时订立销售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

场价格为依据。 

5、 土地使用权承租 

公司因租赁控股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土地使用权，需向中央电视

台无锡太湖影视城支付土地使用权租赁费。  

五、 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1、 版权转让和制作业务 

交易各方将依据节目题材、主要演职员的艺术水准、观众的认知度、场景大

小、使用设备水平、服化道具水平及节目的版权价值、周期长短等诸多因素，并

参照以往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共同协商确定具体价格（其中，公司出售产品的价格

参照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出让类似产品的价格，公司购买产品的价格参照公司从

无关联第三方处受让类似产品的价格）。 

2、 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 

对于设备租赁交易，其价格在考虑设备的折旧、维修维护、资金占用费及其

它相关成本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参照以往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共同协商确定具体

价格，该等价格参照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类似设备租赁的价格。 

对于技术服务交易，其价格由交易各方在参照同类技术服务内容的市场价格

和交易各方以往同类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共同协商确定。 

3、 广告经营业务 

对于广告承包价格，经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协商确定后执行；对于其他广告

经营业务，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价格体系执行。 

4、土地使用权承租 

根据国土管理部门确认的土地评估结果，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双方协商确

定。  

六、 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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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项下制作、销售与购买的影视节目将经过购买方的任一

方或多方的审查，参考影视节目的题材、主要演职员的艺术水准、观众的认知度、

场景大小、使用设备水平、服化道具水平及节目的版权价值、周期长短等诸多因

素，再由交易相关方商讨确定相关文件的条款。该等交易在经过公司任一方或多

方或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的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之后最终结款。结算周期为

季度、半年或一年。 

在开展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时，公司任一方或多方应根据关联方任一方或多

方的需求，遵循“市场竞争、同等优先”的原则及时向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提供

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 

在开展广告经营业务时，公司将按关联方通常的广告管理制度，依据所经营

广告频道或时段的不同，获取承包价格，结算周期按具体文件约定。与关联方开

展广告经营业务将按合同约定执行。 

七、 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视传媒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报告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此前，该议案已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核通过并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事前核查认为：此次议案内容中涉及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

的业务范围，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和公允性，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

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就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中视传媒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报告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为：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

对相关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议案中涉及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和公

允性，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鉴于此，独立董事同意《关于中视传媒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报告及 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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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多套全国覆盖频道的国家电视台，电视频道数

量居全国各电视台之首，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传媒机构，也是国内最主要的电

视广告媒体和中国最大的电视相关业务市场。维持和加强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协作，向关联方开展节目制作、版权转让、设备租赁业务和技术服务以及开展广

告经营，有助于实施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是公司保持业务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途

径，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并且将持续进行。 

公司因租赁控股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土地，需向中央电视台无锡

太湖影视城支付土地租赁费，该协议自公司注册登记之日起生效。承租控股股东

土地使用权系公司用作日常经营之持续场所，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2、 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及基于市场参考的协议价确定，定

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发展战略、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  

九、 关联人回避事宜 

1、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2、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十、 其它 

提请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上述审议通过

的框架内确定具体关联交易协议条款，并签署相关协议。 

《关于中视传媒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报告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期为一年。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

披露关联交易的实施情况。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