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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成都文曲星球科技有限公司（拟），公司名称以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投资金额：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普云”或“公司”）

拟与成都传媒旗下上市公司—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瑞传播”）、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文交所”）

等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拟运营数字书坊项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 5,000 万元，公司及其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合计出资人民币 2,000 万

元，占注册资本总额 40%；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100 万元，公司子公司

成都元书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元书坊”）出资人民币 900 万

元。公司对合资公司进行实际控制，合资公司纳入公司并表范围。 

 相关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资公司尚未设立，合资公司的设立

尚需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或备案。公司与其他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

公司，未来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影

响，公司的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进一步强化投后工作，持续关

注合资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管理成果，积极防范应对和控制上述风险。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 对外投资的背景 

2022 年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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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指出，面向规模化与特

色化的融合应用发展目标，深化虚拟现实在行业领域的有机融合，推动有条件的行

业开展规模化应用试点。 

公司与博瑞传播、成都文交所一致同意结合各方在信息技术、文化、传媒和教

育的产业背景合作设立合资公司，推进产业优势资源高效整合运用，探索实践虚拟

现实与传媒、文化、教育行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二) 对外投资的目的 

合资公司主要从事数字书坊项目的研发和经营，通过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创

建数字书坊和文旅场景。数字书坊项目的功能和内容主要包括儿童书房、家庭书房、

大 V 书房、企业书房、公共书房、功能街区、核心城市等元宇宙场景，其提供的

数字产品包括且不限于平台或第三方发行的数字图书、数字藏品、数字道具、数字

文创产品，同时提供数字产品的体验、销售、交易和其它增值服务。 

公司通过投资数字书坊项目并提供元宇宙相关核心技术支持，完善元宇宙战

略布局，开拓元宇宙市场。 

(三)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充分发挥各方技术、资源等方面优势，共同提升企业效益，实现合作共赢，

积极响应国家在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等方面的倡导和指引政策，进一步提高公司

综合竞争实力，完善公司在元宇宙的战略布局，开普云与博瑞传播、成都文交所等

各方共同签订《关于合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资合同》，拟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

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公司及其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合计出

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 40%；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100 万元，公

司子公司成都元书坊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公司对合资公司进行实

际控制，合资公司纳入公司并表范围。 

(四) 对外投资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后续合作进展按要求履行相应

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 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 法定代表人：母涛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9,333.2092 万元 

5. 成立时间：1966 年 10 月 19 日 

6. 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 

7. 经营范围：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开发、管理及咨询服务；互联网技术的

开发、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教育投资；投资管理。 

8. 实际控制人：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详见博瑞传播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博瑞传播 2021 年年度报告》。 

10. 博瑞传播与开普云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他关系。 

(二) 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 法定代表人：曹雪飞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5. 成立时间：2010 年 6 月 13 日 

6. 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园区三色路 38 号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交易所业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

版权代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

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艺术品代

理；贸易经纪；票务代理服务；体育经纪人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

售；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数据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认证咨询；科技中介服务；艺（美）术品、

收藏品鉴定评估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

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分支机构经营】；

教育教学检测和评价活动；招生辅助服务；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分支机构经

营】；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安全咨询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体育

表演活动；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分支机构经营】；融资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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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

务）；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拍卖业务；文物拍卖；食品销售；食品互

联网销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游艺娱乐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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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实际控制人：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系非上市公司，

因其保密要求，未向公司提供财务数据。 

10. 成都文交所与开普云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 

(三) 成都元书坊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成都元书坊科技有限公司 

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 法定代表人：严妍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 万元 

5. 成立时间：2022 年 12 月 12 日 

6.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7

栋 1 单元 4 层 431 号 

7.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物

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地理遥



感信息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动漫游戏开发；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

动）；大数据服务；软件外包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计算机系统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5G 通信技术

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

用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数字技

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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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实际控制人：汪敏 

9.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成都元书坊为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其控股

股东为开普云，相关财务信息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开普云 2021 年年度报告》。 

10. 成都元书坊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资

设立的公司，其中开普云持有其注册资本 90%，成都开普云持有其注册资本 10%。 

(四) 成都书坊尚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成都书坊尚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书坊

尚贤”） 

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雪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 万元 

5. 成立时间：2022 年 12 月 8 日 

6.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7 栋 1 单元 4 层 431 号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8. 实际控制人：张雪 

9.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书坊尚贤为数字书坊项目运营团队持股主体，

为新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尚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 

10. 书坊尚贤与开普云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他关系。 

(五) 成都书坊精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成都书坊精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书坊



精英”） 

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雪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 

5. 成立时间：2022 年 12 月 13 日 

6.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7

栋 1 单元 4 层 431 号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8. 实际控制人：张雪 

9.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书坊精英将作为合资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和未

来核心管理人员的股权激励持股主体，为新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尚无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财务数据。 

10. 书坊精英为合资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与开普云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 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拟设立合资公司名称：成都文曲星球科技有限公司（拟），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四、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 出资缴付 

各股东以货币形式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整。 

合资公司设立后，各股东在注册资本中的认缴出资额及在公司中的持股比例

如下： 

股东 出资金额 占股比例 出资方式 

博瑞传播 1,250 万元 25% 货币 

开普云 1,100 万元 22% 货币 

成都文交所 250 万元 5% 货币 

成都元书坊 900 万元 18% 货币 



书坊尚贤 750 万元 15% 货币 

书坊精英 750 万元 15% 货币 

合计 5,000 万元 100% 货币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分期进行实缴，其中第一期实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1,700

万元。第一期注册资本实缴分为两笔进行出资，具体安排如下 

股东 

第一期第一笔 

（设立后 15 个工作

日内） 

第一期第二笔 

（设立满 6 个月后 15

个工作日内） 

博瑞传播 500 万元 - 

开普云 440 万元 - 

成都文交所 100 万元 - 

成都元书坊 360 万元 - 

书坊尚贤 195 万元 105 万元 

书坊精英 - - 

合计 1,595 万元 105 万元 

后续出资安排，根据合资公司经营情况，由各股东方协商确定。 

(二) 收益分配 

各股东方一致同意，在全体股东未能按照第一期注册资本金额完成同比例实

缴的情况下，合资公司不分配利润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分红，若经股东会一致同

意决议另行进行分红的，需按照实缴比例予以分红。 

(三) 公司治理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7 人，其中：博瑞传播委派 2 人，开普云委派

5 人，董事长由开普云委派的董事经选举后担任；设监事 1 名，由开普云委派的人

员担任；设总经理 1 名、财务总监 1 名，由开普云推荐并提交合资公司董事会审议

后担任。 

(四) 资源扶持和延伸合作 

公司将对合资公司开放已有技术平台，提供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核

心技术支持，提供政务应用、政务内容发布和宣传场景的客户资源。博瑞传播将为

合资公司提供智慧教育、数字内容、数字文创孵化等方面提供产业支持和客户资源，

支持数字书坊项目的综合业务拓展。成都文交所将对合资公司提供数字文化产品

发布和交易的资质支持，实现数字文创产品的发布和流通机制。 

在合资公司数字书坊项目基础上，延伸合作方向包括：发起成立联合研究机构，

共同探索智慧政务、党政、媒体等虚拟现实应用场景，共同探索数字文创新经济模

式和打造现代传播新模式等。 



 

五、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本着审慎的原则与博瑞传播、成都文交所等各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

司，是技术和产业优势的强强合作。此次新设立的合资公司作为各方合作的重要平

台，有利于更好发挥各方在信息技术、文化、传媒、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共同

推进虚拟现实技术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本次设立合资公司是公司进一步完善和

提升元宇宙战略发展布局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公司开拓文旅元宇宙市场，对公司的

业务布局和产业协同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以自有资金投入，是在保证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

作出的投资决策，不会对现有业务开展造成资金压力，不会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正

常运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资公司尚未设立，合资公司的设立尚需当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审核或备案。公司与其他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未来可能面临宏观经济

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公司的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进一步强化投后工作，持续关注合资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管理成果，积极防范应

对和控制上述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