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766   证券简称：每日互动   公告编号：2023-002 

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2022年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每日互

动”）及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

业务发展的需要，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3年与新浪系、百度系等关联人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业务预计总额不超过 19,255 万元（具体明细见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其中代理类业务收入预计

金额为 75万元，对应的流水预计金额为 2,5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与关联人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35,400万元，截至 2022年 1-10月

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2,344.02 万元，实际发生未超过预计金

额。 

2023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陈天、陈一凡、葛欢阳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北京禾裕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具体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元） 

2022 年 1-10月发

生金额（元） 

向关联

人提供

服务 

杭州微时畅梦广告有限公

司 

数据服务等 公允价值 95,000,000.00 0 7,368,609.94 

腾讯广点通、头条
等代理业务[注 2] 

公允价值 750,000.00 0 0 

其他新浪系关联方 数据服务等 公允价值 16,000,000.00 0 81,211,838.68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等 公允价值 8,000,000.00 0 957,229.74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
司 

数据服务等 公允价值 36,800,000.00 0 14,344,576.53 

其他百度系关联方 数据服务等 公允价值 3,000,000.00 0 1,484,024.09 

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等 公允价值 8,000,000.00 0 2,830,188.68 

北京数因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等 公允价值 5,000,000.00 0 738,607.71 

  小计 172,550,000.00 0 108,935,075.37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服
务 

北京数因科技有限公司 流量采购等 公允价值 10,000,000.00 0 5,965,356.42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 
流量采购等 公允价值 5,000,000.00 0 1,053,918.68 

浙江省大数据联合计算中

心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等 公允价值 5,000,000.00 0 34,398.63 

  小计 20,000,000.00 0 7,053,673.73 

合计 192,550,000.00 0 115,988,749.10 

注： 

1、“2022年 1-10月发生金额”未经审计。公司 2022年 1-10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的 12,344.02

万元中，除上表列示与新浪系、百度系及云真信、数因科技、数算中心发生的 11,598.87 万元之
外，与其他关联方实际发生的金额详见下表“（三）2022 年 1-10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 

2、根据公司会计政策，代理类增长服务按净额确认收入，2023 年度公司与新浪系代理类增长服
务预计收入为 75万元，对应的业务流水金额预计为 2,500万元。 

3、上述关联交易结算方式为按月结算，年初至披露日尚未结算。 

（三）2022 年 1-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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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

联人
提供

服务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75,953,106.62  80,000,000.00  68.32% -5.06% 2022
年 1 月

1 日、

2022
年 4 月
16

开发者服务 235,849.00  0.21%  

腾 讯 广 点
通、头条等

代理业务 

265,042.02  6,000,000.00  0.24% -95.58% 



  

杭州微时畅梦广告
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7,368,609.94  120,000,000.00  6.63% -93.86% 
日、
2022
年 8 月

26 日 

巨潮资
讯网

http://
www.c
ninfo.c
om.cn 

北京微梦创科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562,055.06  30,000,000.00  0.51% -98.13% 

新浪网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4,178,015.07 10,000,000.00 3.76% -58.22% 

新浪财经移动网络

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开发者服务 15,723.27  0.01%  

北京微游互动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者服务 2,047.64  0.00%  

成都新潮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1,603,773.54  1.44%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腾讯广点通
代理业务等 

225,205.05 500,000.00 0.20% -54.96% 

数据服务 950,796.72 3,500,000.00 0.86% -72.83% 

开发者服务 6,433.02  0.01%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

限公司 
数据服务 341,335.66 6,000,000.00 0.31% -94.31%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
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14,344,576.53 24,000,000.00 12.90% -40.23%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1,142,688.43 4,000,000.00 1.03% -71.43% 

北京云真信科技有

限公司 
数据服务 2,830,188.68 10,000,000.00 2.55% -71.70% 

北京数因科技有限

公司 
数据服务 738,607.71  0.66%  

浙江省数据安全服
务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0 2,000,000.00 0.00% -100.00% 

数字天堂（北京）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开发者服务 338,325.75  0.30%  

深圳市爱易讯数据

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42,452.83 2,500,000.00 0.04% -98.30% 

杭州全都来了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者服务 14,851.49  0.01%  

杭州弧途科技有限

公司 
开发者服务 9,900.99  0.01%  

亿启（杭州）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者服务 243.42  0.00%  

小计 111,169,828.44 298,500,000.00 100.00% --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服务 

北京数因科技有限
公司 

数据服务 5,965,356.42 50,000,000.00 48.62% -88.07% 

杭州西湖数据智能

研究院 
捐赠 4,500,000.00  36.67%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流量采购 1,053,918.68  8.59%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

有限公司 
IDC 费用 315,647.21  2.57%  

浙江省数据安全服
务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206,732.22  3,000,000.00  1.68% -93.11%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北京新浪财经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市场推广费 94,339.62   0.77%  

深圳市爱易讯数据
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0  2,500,000.00  0.00% -100.00% 

浙江省大数据联合

计算中心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34,398.63  0.28%  

杭州市新生代企业

家联谊会 
会费 60,000.00  0.49%  

杭州市青年企业家

协会 
会费 30,000.00  0.24%  

浙商总会 会费 10,000.00  0.08%  

小计 12,270,392.78 55,500,000.00 100.00% -- 

合计 123,440,221.22 354,0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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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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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0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2、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与新浪系及百度系关联人就代理类业务流水预计额度为不超过 31,000

万元，2022 年 1-10 月实际发生流水金额为 1,681.59 万元，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为-

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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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实际发生额占同类业务比例为：在某类关联交易类别中，公司与该关联方的发生额除以公司

该类关联交易的总发生额。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新浪系关联方 

（1）杭州微时畅梦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高飞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储鑫路 17-1号 1幢东楼 318室 

经营范围：服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电脑动画设计，文化

艺术活动策划（除演出及演出中介），会展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经济信

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网站设计，网页设计；计算机软



  

硬件的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网络技术、通

信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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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杭州微时畅梦广告有限公司受 Weibo 

Corporation（纳斯达克代码：WB，香港联交所代码：9898）控制，Weibo 

Corporation 与公司股东北京禾裕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受 Sina 

Corporation 控制，且过去十二个月内北京禾裕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因此杭州微时畅梦广告有限公司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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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公告不列示杭州微时畅梦广告有限公司

等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列示其控制方 Weibo Corporation 基本情

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A、基本情况： 

微博是供人们在线创作、分享及发现内容的领先社交媒体。微博将公

众实时自我表达的方式与社交互动、内容聚合及内容传播的强大平台相结

合。任何用户都可以创作和发布内容并附加多媒体及长篇内容。微博上的

用户关系可以是非对称的；任何用户都可以关注任何其他用户并在转发时

添加评论。微博的这种简单、非对称、传播性的本质，得以让一段原创内

容变成一场实时性且具有传播性的对话流。 

B、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美元 

科目 2022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68.28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32.15 

科目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13.8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0.56 

注：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百度系关联方 

（1）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珊珊 

注册资本：4,520万美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0号百度大厦三层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承接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销售自产产品、医疗器械 II 类、电子产品、器件和元件、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灯具、五金交电、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系

统集成；委托加工生产通讯设备；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公司均受Baidu,Inc.（纳斯

达克代码：BIDU，香港联交所代码：9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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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志祥 

注册资本：1,342,128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0号百度大厦 2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开发；计算机

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

出版发行)；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产品销售；

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机械设备租赁；广告制作；广告发

布；广告设计、代理；专业设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家用电器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

售；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化妆品批发；化

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

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鞋帽零售；鞋帽批

发；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玩具销售；办公

用品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仪器仪表销售；

家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

发；汽车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票务代理服务；翻译服

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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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

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出版物零售；

出版物批发；演出经纪；职业中介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信息网

络传播视听节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测绘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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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公司均受 Baidu,Inc.（纳斯达克代

码：BIDU，香港联交所代码：9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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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晖 

注册资本：80万美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0号 1幢 6层 612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系统集成；提供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技术进

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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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公司均受Baidu,Inc.（纳斯

达克代码：BIDU，香港联交所代码：9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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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不逐一列示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等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仅列示百度系关联方的控制方

Baidu,Inc.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A、基本情况： 



  

百度（纳斯达克代码：BIDU，香港联交所代码：9888），全球最大的

中文搜索引擎及最大的中文网站，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2000年 1月

1日创立于中关村。百度坚持“夯实移动基础，决胜 AI时代”战略，旗下

有百度 App、好看视频、百度智能云等上百个产品，并已拥有 Apollo自动

驾驶开放平台和小度助手（DuerOS）对话式人工智能操作系统两大开放生

态。中国互联网视频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爱奇艺”和金融领域关键布局

的全新产品“度小满”是百度旗下两大独立业务。百度商业服务致力于为

企业提供品牌建设、效果推广及消费者运营的全方位商业服务。同时，百

度一直秉承着“科技为更好”的社会责任理念，坚持运用创新技术，联合

共益伙伴，聚焦于解决社会问题，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B、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人民币 

科目 2022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3,890.33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2,172.36 

科目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905.9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6.06 

注：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静雅 

注册资本：1,250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8号 8层 911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计算机系统服务；应

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产品设计；基础软件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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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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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过去十二个月内，每日互动原董事兼副总经

理张鹏先生担任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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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 条第

（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北京云真信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22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5,659.60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4,997.50 

科目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2,447.4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28.15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北京数因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小飞 

注册资本：342.0375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鑫隅三街 11号院 11号楼 2层 101-68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技术咨询;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数据处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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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北京数因科技有限公司系每日互动董事兼副

总经理葛欢阳先生担任董事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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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 

北京数因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22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6,178.31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4,895.70 

科目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7,003.1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4.65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浙江省大数据联合计算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永益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北纬一路 27号数安港 A1幢 3楼 302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网

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软件

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安全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

销售；软件销售；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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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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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过去十二个月内，每日互动原董事会秘书兼

副总经理李浩川先生担任浙江省大数据联合计算中心有限公司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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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浙江省大数据联合计算中心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22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466.56 

净资产 465.88 

科目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34.12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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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给公司带来坏账损失等。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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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司子公司北京云盟数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

北京数因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北京数因科技有限公司

为北京云盟数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数据服务，有效期自 202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3 年 10 月 24 日。 

2022 年 7 月 6 日，公司与浙江省大数据联合计算中心有限公司签订

《大数据联合计算平台业务合作协议》，约定浙江省大数据联合计算中

心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数据服务，有效期自 2022 年至 2023 年。 

其他尚未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将遵循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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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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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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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双方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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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23年与新浪系、百度系等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业务相应的预计总额不超过 19,255万元，其中代理类业务收入预

计金额为 75万元，对应的流水预计金额为 2,500万元。该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关联交易

的定价政策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中小股东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该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

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股东大会审核。 



  

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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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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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交

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

股东大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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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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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助于扩大公司经济效益及生产成本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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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6、关联交易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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