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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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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与控股股东长沙广播电视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因业务往来产生的交易，公司与关联方发生

的各项交易，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形成重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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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 年 11 月 25 日，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召开，公司董事会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2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曾雄先生、余江先生现担任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副

董事长，因此曾雄先生、余江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2022 年 11 月 25 日，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召开，公司监事会以 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由于公司监事会主席彭宇



先生现担任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因此彭宇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已将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沟通，我们认真

审阅相关资料并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认为关联交易双方发生交易的理由合理、

充分；关联交易双方的定价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的情形；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应回避表决。 

4、公司独立董事对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的额度预计，是基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依据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程序

合法有效。我们同意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

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产生，定价政策上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及自愿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6、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根据长沙广播电视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自身需求，

预计 2022 年度与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主要为公



司向其销售电视节目、视频内容素材和电视剧播映权，以及公司向其租赁演播厅、

办公场地，以及劳务采购和节目推广等。 

2022 年前三个季度，公司向长沙广播电视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发生的销售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446,418.54 元，预计 2022 年第

四季度销售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00,000.00 元，预计 2022 年度全年发

生的销售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846,418.54 元，交易类别为电视节目、

视频素材销售。 

单位：元 

关联人 2022年发生期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发生金额 

长沙广播电视集

团及其控制企业

或组织 

第一季度  

销售电视节目、视频内

容素材等 

263,136.47 

第二季度 485,070.75 

第三季度 698,211.32 

第四季度（预计） 400,000.00 

合计  1,846,418.54 

2022 年前三个季度，公司向长沙广播电视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发生的采购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5,816,160.55 元，预计 2022 年第

四季度采购类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103,490.79 元，预计 2022 年度全年发生

的采购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919,651.34 元，交易类别为演播厅及办

公场地租赁等。 

单位：元 

关联人 2022年发生期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发生金额 

长沙广播电视集

团及其控制企业

或组织 

第一季度 

租赁演播厅、办公

场地，以及劳务采

购和节目推广等 

1,062,761.75 

第二季度 1,267,411.15 

第三季度 3,485,987.65 

第四季度（预计） 1,103,490.79 

合计  6,919,651.34 

采购类关联交易中,演播厅租赁事项进展如下： 



公司《招股说明书》已披露，公司在业务高速发展期内，因资金有限，未购

置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经营办公场所均为租赁，在综合考虑自建/租赁的经济成

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后，决定向长沙广播电视集团定制和租赁演播厅，以解

决原有演播厅限制的问题。 

1、合同签订情况 

2012 年 6 月 21 日，公司与长沙广播电视集团签订《演播厅定制及租赁合

同》，合同约定： 

①公司向长沙广播电视集团定制并承租“新广电中心”建设项目中 1,000 平

方米的演播厅及其配套用房共计 3,000平方米的场地； 

②场地租赁期自长沙广播电视集团交付演播厅之日起 10年； 

③租金参考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租赁标的的租赁建议价格

由双方协商确定； 

④租金每五年支付一次，共两次；第一次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按照 8%

的折现率一次性付清前 5 年租金，前五年租金共计 1,350.00 万元；第二次租金

在第一次的金额基础上上浮 5%，后五年租金共计 1,417.50 万元，于第五年租期

届满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⑤场地设备和装修预算费为 2,870.00 万元，装修款分三次支付。 

2、合同履行情况 

演播厅于 2015 年 1 月交付使用，场地设备和装修费最终的结算金额为

2,909.55万元。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长沙广播电视集团 10

年租金 2,767.50 万元，支付了设备及装修费 2,909.55 万元，共计 5,677.05 万

元。合同约定的全部租金及设备、装修费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计入 2022 年的费

用为 5,458,926.60 元。 

 

（三）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自身需求和公司业务实际情况，

预计 2023 年度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电视节目、视频内容素材和电

视剧播映权，以及公司向其租赁演播厅、办公场地，以及劳务采购和节目推广等。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是经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文化企

业，成立于 2019 年 9 月，注册资本 3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新闻采访服务；

新闻编辑服务；自媒体新闻发布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有线广播服务；信息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有线电视服务；城市、社区有线电视服务；广播电视视

频点播服务；内资电影制片；电影发行；影视节目发行；电影放映；录音制作；

营业性文艺表演；文艺创作服务；艺术、美术创作服务；对外艺术交流演出服务；

艺术表演场馆管理服务；舞台表演艺术指导服务、安全保护服务、美工服务、道

具服务、化妆服务；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显示屏及舞台设备的设

计与安装；群众参与的文艺类演出、比赛等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策划；休闲观光活

动；文化娱乐经纪；演出经纪；影视经纪代理服务；音像经纪代理服务；文学、

艺(美)术经纪代理服务；动漫经纪代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电视剧制作；音像

制作；电子出版物制作；音像制品、电子和数字出版物零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有线广播电

视传输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广告服务；无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软件技术服

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设；计算机网络平台的开发及建设；软件开发系统集

成服务；虛拟现实制作；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电

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影院投资；产业投资；高科技产业投资；项目

策划；房地产开发经营；影院管理；资本管理；品牌策划咨询服务；广告制作服

务；广告发布服务；广告国内代理服务；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广告设计；广告

国内外代理服务；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商业活动的组织；教育投资管理；商

业活动的策划；文艺表演、体育、娱乐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图文制作；宣传栏制

作、销售、安装；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边境旅游业务；

境内旅游业务；研学旅行；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的组织；旅游管理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实业投资；文化投资管理；

文体设备和用品出租；集成房屋租赁。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未开展实

质经营业务无财务数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和省管文化企业重组改革有关精

神，稳步推进市属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长沙广播电视集团将其持有本公

司的 65,494,785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38%），无偿划转至

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本次国有

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详见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暨控

股股东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二）关联关系 

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65,494,78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38%。 

（三）关联方的履约能力 

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是经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文化企

业，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

约定。 

 

三、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与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根据市场

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所有关联交易同时保证双方的利益均未受损害，遵循公

允性原则。 

 

四、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遵循市场化、公平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公司独立性未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报备文件 

（一）《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2022 年第五次

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