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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临 2020-021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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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关联董事费伟伟、谢戎彬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

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意见与本公告同时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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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年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0,402万元，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因此本次关联交易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2、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

金额 

2019 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人民日报社 2,950.00  1,844.58  注 

金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945.00  1,786.39   

《环球时报》社 250.00  218.09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200.00  151.74   

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60.00  23.49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6.00  95.75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   

环球四维市场调查（北京）有限公司 15.00   

人民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3.00  6.04   

人民日报社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3.00  0.93   

人民信产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57.28   

北京环球人物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16.98   

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    9.43   

人民日报印刷厂    0.75   

小计  5,502.00   4,211.45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人民日报社及下属企业 2,100.00 2,623.66  

《环球时报》社 400.00 643.31  

小计 2,500.00 3,266.97  

房屋租赁 

人民日报社 10,520.00 10,261.02  

《环球时报》社 75.00 74.93  

小计 10,595.00 10,335.95  

合计 18,597.00 17,814.37  

 

备注1：《著作权及相关权利许可协议》按照合同上限金额预计，2019年实际发生

额未达到上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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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2020 年 1-4 月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2019 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人民日报社 2,950.00 54.36 13.34 1,844.58 43.80 

金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700.00 31.33 489.89 1,786.39 42.42 

《环球时报》社 160.00 2.95 5.66 218.09 5.18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154.00 2.84 28.58 151.74 3.60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00 0.29  95.75 2.27 

人民信产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57.28 1.36 

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5.00 0.46  23.49 0.56 

北京环球人物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16.98 0.40 

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 10.00 0.18 3.15 9.43 0.23 

人民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6.04 0.14 

人民日报社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16.00 0.29 7.32 0.93 0.02 

人民日报印刷厂 0.60 0.01  0.75 0.02 

人民中科（山东）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300.00 5.53    

人民日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92.00 1.70 30.20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海南）有限公司 2.40 0.04    

人民日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 0.02    

小计 5,427.00 100.00 578.14 4,211.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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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2020 年 1-4 月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2019 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人民日报社及下属企业 3,000.00 83.33 389.01 2,623.66 80.31 

《环球时报》社 500.00 13.89  643.31 19.69 

其他关联方 100.00 2.78 3.89   

小计 3,600.00 100.00 392.90 3,266.97 100.00 

房屋租赁 

人民日报社 11,300.00 99.34 3,427.06 10,261.02 99.28 

《环球时报》社 75.00 0.66 24.98 74.93 0.72 

小计 11,375.00 100.00 3,452.04 10,335.95 100.00 

合计 20,402.00 100.00 4,423.08 17,814.37 100.00 

 

备注 2： 2020 年 1-4月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内部统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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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人民日报社 

性质：事业单位法人 

法定代表人：李宝善 

开办资金：人民币92,919万元 

举办单位：中共中央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主营业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纸的出版、网络新

闻宣传、信息传播技术开发、印刷发行、广告业务、新闻研究与业务培训等。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不存在履约风险。 

2、《环球时报》社 

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法定代表人：胡锡进 

注册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 

出资人：人民日报社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主营业务：出版《环球时报》（汉文版、英文版）；经济贸易咨询；组

织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新闻发布会；设计、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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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广告；会议服务；企业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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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不存在履约风险。 

3、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寇非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控股股东：人民日报社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院5号楼 

主营业务：广告代理；广告策划、广告创意与设计、广告制作、广告发

布、文化创意、市场研究、公关活动、会议服务；营销策划咨询、城市与企

事业单位的形象策划、咨询；会务会展服务、礼仪咨询与服务；市场调研及

广告效果监测；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

计算数据中心除外）；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文化用品、

体育用品及器材、日用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建

筑材料、工艺品、珠宝首饰、纺织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搜

索查询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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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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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4、金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耿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控股股东：人民日报社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41幢楼218室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机动车停车管理；售飞机票火车票；家政、清洁、

洗染服务；服装剪裁；会议服务；花卉租摆服务；纺织、服装、日用品销售；

五金、家具、装修材料销售；礼仪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园林景观设计；洗

车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餐饮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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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不存在履约风险。 

5、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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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高宁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 

控股股东：深圳证券时报社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中银大厦A座17层DE单位 

主营业务：企业投资及商品销售策划；各类经济信息咨询；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和专卖商品）。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6、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何炜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 

控股股东：人民日报社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4-2】9号楼321室 

主营业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市场调查；营销策划；公关策划；投资管理；经

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广播电视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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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文化用品、体育用品、体育器材、出版物；计算

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音像制品制作；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

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文化活动、销售出版物、音像制品制作、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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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7、人民信产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建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 

住所：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秀川国际大厦A305-4  

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产品设计；市场调查；公共关系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数据处理；兼营广告业务；企业管理；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兼

零售；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电信业务市场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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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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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民日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华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4848.000879万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主营业务：根据本报的办报宗旨和宣传分工，出版本报所刊载的对读者

进行思想政策教育和国内外时事形势宣传的文章结集，以及时论、政治性读

物；有关新闻理论专著和写作采访等业务知识读物；选编出版本报有关专刊、

专栏中有保留价值的作品；以及同本报宗旨有关的各类学术著作；可以适当

出版文艺副刊中质量较高的作品结集（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同本社

出版范围相一致的互联网图书、互联网电子出版物出版（有效期至2021年12

月31日）；出版与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范围相一致的电子出版物（有效期至

2025年6月30日）；图书批发（有效期至2022年4月30日）；版权代理；图书

的翻译、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及会展业务；广告业务；工艺礼品（加工、

批发、零售）；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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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9、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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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朱丽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5015号中银大厦A栋20A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不含限制

项目）；投资咨询；投资者关系管理专业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广告业

务；新闻出版所需的技术设备、文化用品、印刷用品、纸制品、通讯器材的

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自有房屋租赁。（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制作、复制、发行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制作须另申

报），专题、专栏（不含时政新闻类），综艺。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0、北京环球人物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湘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1号楼 

主营业务：零售图书、期刊、报纸；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及展览服务；销售日用品、电子产品、家具。（企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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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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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1、人民中科（山东）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谷新媒体大厦2F 

主营业务：智能技术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软件的开发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企

业管理咨询；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的销售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经营许可的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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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联营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主要为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采购/出售产品、接

受/提供劳务以及房屋租赁、出租等业务，所有交易均与相应的交易方签订

书面协议，交易价格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

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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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正常业务开

展的需要，交易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相关合作关联

方均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

常业务的持续开展，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6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