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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百视通        公告编号：临2015-049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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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于 2015 年 6 月 3 日下午 2:00-4: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8 名，实际参会 8 名。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黎瑞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完成，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现提名下

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任期

3 年。 

根据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董事会审议通过提名王建军女

士、吴斌先生、凌钢先生、汪建强先生、陈梁先生、楼家麟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次董事会对上述候选人按名单进行了逐个审议，每位候选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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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全部 8 票同意。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现任董事会

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

事职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采

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任期 3

年。 

根据提名委员会建议，董事会审议通过提名沈向先洋先生、金宇

先生、陈世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采

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独立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拟任董事薪酬的议案》； 

股东代表董事（拟任）：王建军女士、吴斌先生、汪建强先生、

陈梁先生、楼家麟先生，不在公司领薪亦不领取董事津贴； 

内部董事（拟任）：凌钢先生，按公司所任职务及薪酬标准领取

薪酬，不另外领取董事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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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拟任）：沈向洋先生、金宇先生、陈世敏先生，每位

每会计年度领取董事津贴人民币 18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关于提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吸收合并东方明珠、四家企业资产注入和定向募集100亿资

金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即将完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提议，由黎瑞刚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名誉董事

长（简历附后）。 

作为我国传媒业的重要领军人物，黎瑞刚先生将在公司未来战略

发展、业务转型、管理变革等方面继续为公司建言献策并给予指导和

帮助。 

十多年来，黎瑞刚先生恪尽职守、勤勉敬业，凭借丰富行业经验、

敏锐洞察和前瞻性思维，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上海广播电视台、上

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广集团”或“SMG”）

及公司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卓越成就，公司及董事会对黎瑞刚先生的杰

出贡献和非凡作用深表敬意和衷心感谢。 

在黎瑞刚先生的领导下，SMG在中国广电行业中率先实施企业化

管理、产业化经营，通过两个“转变”战略的实施，SMG已发展成为

为一个融合多种媒体业务和文化产业形态的综合性大型文化传媒集

团，为公司目前的业务布局与体制架构奠定了坚实根基。在黎瑞刚先

生的主导下，SMG在全国广电系统率先启动制播分离改革，打造企业

集团体制架构和资本控股平台，为随后公司借壳上市和重大资产重组

铺平了道路。在黎瑞刚先生的直接推动下，SMG在全国国广电单位中

率先实现新媒体业务上市，并通过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打造了国内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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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首家千亿级市值的文化传媒上市公司，成为SMG统一的产业平台

和资本平台，为公司建设最具市场价值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

新型互联网媒体集团提供了强大引擎。 

黎瑞刚先生非常注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强调了公司的组

织架构的建设，此次文广整合和公司重组过程中，黎瑞刚先生着力于

战略架构和发展思路的创新，为SMG和公司确定了未来发展的目标、

战略和实施路径，并形成了实现发展目标的保障机制和体制安排，确

保已明确的战略部署可得到有效的落实。已为未来SMG和公司的持续

稳定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坚信，黎瑞刚先生作为公司名誉董事长将一如既往对公司的

发展和运作予以关心、指导、帮助和支持，公司将加快实施黎瑞刚为

董事长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制订的打造互联网媒体生态企业的新战

略，争取早日实现成为新型互联网媒体集团的愿景目标。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即将完成，公司将修订《公司章程》中的

公司名称、英文名称、注册资本、总股本等相关信息。 

1、公司中文全称由“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

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全称由“BesTV New Media Co., Ltd.”变更为“Shanghai 

Oriental Pearl Media Co., Ltd.”； 

3、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11,373.6075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62,653.8616 万元”； 

4、公司目前股份总数 由“ 1,113,736,075 股”变更 为

“2,626,538,61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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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经营范围由“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的设计、研究、开

发、委托加工、销售、维修、测试及服务；从事版权、设备、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研究、开发、设计、建设、管理、维护多媒体互

动网络系统及应用平台，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网络工程、

通讯、机电工程设备、多媒体科技、文化广播影视专业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

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文化广播电视工程设计及

施工，机电工程承包及设计施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会展服务，计

算机软件开发，文化用品批发与零售；自有房产租赁，实业投资。”

变更为：“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委托加工、

销售、维修、测试及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研究、开

发、设计、建设、管理、维护多媒体互动网络系统及应用平台，从事

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网络工程、通讯、机电工程设备、多媒体

科技、文化广播影视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

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图文设计，文化广播电视工程设计与施工，机电工程承包及设计

施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会展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文化用品，

珠宝首饰，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建筑装潢材料批发与零售，自有

房产租赁，电视塔设施租赁，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咨询，房地

产开发经营，广播电视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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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终公司工商登记为准）。 

6、第一百零六条 原文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一名，副董事长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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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修改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可以设副

董事长一名。”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对公司其他管理制度中的前述信息进行修

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表决审议，须与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关于重组后上市公司 2015 年度预算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关于重组后上市公司 2015 年度新增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黎瑞

刚先生、吴斌先生、楼家麟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关于批准签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审议批准公司（甲方）与保荐机构及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丙方）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在上海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京西路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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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考虑项目建设初期资金需求较低，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拟计划对暂时闲置的 56.81亿元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不影响公

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流

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保本型产品。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保荐代表人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艾德思奇增资的议案》； 

鉴于行业发展态势和重组后公司的战略定位，公司对艾德思奇发

展战略进行优化调整，以打造中国最大的第三方广告交易平台为目标，

成为公司数字营销与广告业务发展的业务平台。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其他三家股东[北京大洋洪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唐朝

晖、关荣建]协商，以 9,415,910 美元向 Adsage Corporation（以下

简称“Adsage”）进行增资，以人民币 42,439,600 元向北京艾德思奇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艾德思奇”）进行增资，合计约 1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Adsage 各股东的出资额占其注册资本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比例(约) 

百视通 54.92% 

北京大洋洪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99% 

唐朝晖 8.28% 

关荣建 3.81%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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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完成后，北京艾德思奇各股东的出资额占其注册资本比例如

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比例(约) 

百视通 54.92% 

北京大洋洪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5.08% 

合计 100.00% 

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4 日 

备查文件： 

1、 百视通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独立意见； 

3、 独立董事对于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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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王建军女士简历 

 

王建军女士，中国国籍，1961年11月出生，1980年12月参加工作，

198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主任编辑。曾任共青团上

海市委常委、少年部部长、办公室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秘书

处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委

外宣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副主任。1996年、2006年曾分别赴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和万博宣伟国际公关公司作访问学者。2010年9月任

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4年3月任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副台长、常务副总裁。2014

年12月任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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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斌先生简历 

 

吴斌先生，中国国籍，1973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

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律师。吴斌先生1998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上

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申迪集团董事，美国（硅谷）

复盛风险投资投委会委员。此前，吴斌先生一直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拥有十六年证券行业从业经历和丰富管理经验，曾任海通

证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办公室主

任、合规部总经理、合规总监、上海市联席办督查专员助理（挂职）、

海通证券战略发展与IT治理委员会主任、投资银行委员会委员和海通

证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海通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恒信金融租赁

集团董事长、海通（国际）金融控股集团董事等职务。中国证券业协

会合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中

国中小投资者保护基金专家顾问。获得上海市金融红军人才称号。美

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拜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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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钢先生简历 

 

凌钢先生，中国国籍，1956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73

年12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职称。凌钢先生现任上海广

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百视通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文化传媒行业委员会副

主任，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上海市网络文化协会副会长。此前，

凌钢先生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十年，曾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主任职务。在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之前，凌钢先生长期从

事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曾先后在上海市五四农场、上海中华印刷厂、

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上海印刷集团公司、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公司

担任高管职务。凌钢先生在国资国企改革和资本运作方面经验丰富，

参与并直接推动了大小文广整合、上海报业集团组建、百视通借壳上

市、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组建、上影股份上市筹备、东方网增资扩

股、新华传媒借壳上市、东方明珠股权分置改革、上海印刷集团和上

海新华发行集团组建等上海文化国资领域重大改革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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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强先生简历 

 

汪建强先生，中国国籍，汉族，1958年9月生，1977年5月参加工

作，199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专科学历，工程师。现任上海

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技术总监。

1981年2月至2014年3月，历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电视播出部工程师、

技术中心电视播出部副主任、电视制作部主任，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

局技术中心副主任、主任，上海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站长，上海市文

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技术中心主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技术中心主

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技术中心主任、技术管理部主任，

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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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梁先生简历 

 

陈梁先生，中国国籍，汉族，1964年3月生，1989年1月参加工作，

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编辑。现任上海

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艺术总监。

1989年1月至2014年12月，历任上海电视台新闻部采访科记者、副科

长、编辑组副组长，上海东方电视台报道部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副

台长，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副台长、新闻综合频率、金色频率党总支书

记、总监，上海卫星电视中心主任、党总支书记，上海东方卫视传媒

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党总支副书记，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

裁助理、重大题材创作办公室主任，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重大题材创作办公室主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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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家麟先生简历 

 

楼家麟先生，1957年12月生，中国国籍，会计师职称，大学学历。

现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历任上海市电影局

计财处副主任科员、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计财处科员，上海卫星电

视中心财务主管，上海电视台计财部副主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计划财务部副主任、资产管理部主任，上海有线实业公司董事长，上

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计划财务部主任、财务总监，上海广播电视台财

务总监、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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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沈向洋先生简历 

 

沈向洋先生，中国香港，1966年10月出生，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

机学院机器人专业博士学位。现任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主管微软技

术与研发部门，并主要负责推动公司中长期总体技术战略、策略以及

前瞻性研究与开发工作。 1999年1月至2013年11月，历任微软全球资

深副总裁，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先生主要专注于计算机视觉、

图形学、人机交互、统计学习、模式识别和机器人等方向的研究工作，

是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研究的世界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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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先生简历  

 

金宇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6月出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

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现任百度战略副总裁，负责百度公司关键战略布

局、战略方向规划与监督执行，对行业、市场进行前瞻性研究与判断，

对公司战略、投资策略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对业务发展策略提供指导

和支持。2003年12月至2013年1月，曾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曾获得2008年-2010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和证券市场

周刊水晶球奖传播和文化行业第一名，2011年机构投资者大中华区互

联网研究最佳分析师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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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敏先生简历 

 

陈世敏先生，美国国籍，1958年7月出生，会计学博士，美国注

册管理会计师。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MBA 主任、会计

学教授，兼任中国高速传动设备集团（香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赛

晶电力电子集团（香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我武生物，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05年8月至2012年6月，历任

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曾在上海财经大学、

香港岭南大学、美国克莱林大学(ClarionUniversity)、美国路易斯安那

大学(UniversityofLousiana)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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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黎瑞刚先生简历 

 

黎瑞刚先生，1969 年 6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1987-1994 年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学专业。现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2001-2002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1994

年起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历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总裁助理、上海

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裁、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总裁、党委副书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裁、上海广播电视台

台长、党委副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

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上

海广播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