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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95        证券简称：上海电影       公告编号：2017-011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对部分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补充确认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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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关联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应回避表决 

 2017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对部分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确认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5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4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本关联交易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作出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意见认为，

公司补充确认的2016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以及提交的2017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限额系根据业务情况和实际需要发生制定，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公

司提交的2016年度补充确认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和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及限额系根据业务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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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4月 29日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公司 2016 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201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与实际发生金额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支付广告

资源费 

上海上影希杰莘庄影城

有限公司 
225.01 211.68    

上海上影星汇影城有限

公司 
243.17 195.87    

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234.3 198.19    

上海龙之梦影城有限公

司 
124.3 106.47    

上海上影国泰电影放映

有限责任公司 
45.1 38.68    

上海上影曹杨电影放映

有限公司 
25.3 21.70    

上海上影四平电影放映

有限责任公司 
6.05 10.38    

支付票房

收入分成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 
19,447.19 10,799.45  

2016 年度进口片

票房低于预期，

致使分账款下降 

上海国际影视节有限公

司 
383.24 271.84    

采购商品、

购买资产

和设计服

务费 

上海永乐聚河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699.63 414.45    

上海电影技术厂有限公

司 
811.89 335.28  

主要交易内容为

氙灯采购，2016

年度部分影院使

用了已有氙灯库

存，致使当年采

购额度低于预计 

上海永乐座椅有限公司 499.15 664.35  

 2016 年度新开

业院数量高于预

期，致使当年座

椅采购额度高于

预计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13.02 67.01    



 3 

上海永乐影视技术有限

公司 
  66.1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

限公司 
14.89 6.00    

宣传费支

出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 
  4.78    

版权采购

费用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 
71.5     

上海上影大耳朵图图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 
8.93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

限公司 
33     

收取电影

分账收入 

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162.12 180.56    

上海上影国泰电影放映

有限责任公司 
194.26 145.19    

上海龙之梦影城有限公

司 
260.36 140.83    

上海上影海上影城开发

管理有限公司 
91.07 77.78    

合肥长江联和剧院 113.71 76.53    

大光明巨幕有限责任公

司 
94.62 61.86    

海南银龙联和电影院线

有限责任公司 
113.15 50.64    

上海上影希杰莘庄影城

有限公司 
51.04 36.31    

上海上影曹杨电影放映

有限公司 
155.7 32.61    

上海上影星汇影城有限

公司 
46.98 29.38    

上海上影四平电影放映

有限责任公司 
171.84 63.75    

收取版权

收入 

上海电影制片厂有限公

司 
88.26 41.48    

上海上影四平电影放映

有限责任公司 
  0.50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 
81.68     

放映设备

销售收入 

上海影复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 
  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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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2,200.00 190.51  

越界新建影院多

数由直接采购改

为融资租赁形式

向本公司购买设

备，致使销售收

入低于预期 

上海龙之梦影城有限公

司 
  62.99    

融资出租

设备利息

收入 

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319.73    

融资租赁

设备款 

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850.46  

越界新建影院多

数由直接采购改

为融资租赁形式

向本公司购买设

备 

推广服务

费收入 

上海永乐聚河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4.28    

发行代理

服务收入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 
110     

上海电影制片厂有限公

司 
11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

限公司 
110     

宣发费收

入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 
  377.36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 
  2.32    

喷绘收入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 
11 9.43    

网络票款

及服务收

入 

上海东方汇融文化商务

有限公司 
  0.80    

放映管理

软件技术

服务费收

入 

上海电影技术厂有限公

司 
5.83     

管理、咨询

收入 

上海影复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 
  47.17    

徐州影复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 
  47.17    

租赁房产-

本集团作

为承租方 

上海电影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 
1312.34 1,158.25    

上海新光影艺苑 16.5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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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乐座椅有限公司   13.05    

    28,386.13 17,662.01    

 

经统计，2016年 9月 29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联和院线有限公司与

关联法人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基于 2014 年 9月 15日双方签订的《关于

IMAX影院系统租赁、维修和相关许可的协议》，履行了一套 IMAX设备的融资租

赁业务，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850.46万元，超过公司当年度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0.5%。由于该笔交易未纳入 2016 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限额内，公司

在 2017年 4月 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对该笔交易进行了补充确

认。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书面

认可的意见。 

 

（三）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对部分 201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补充确认及 2017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限

额的议案》，2017年度公司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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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广告资源费 

上海上影希杰莘庄影城

有限公司 
240 8.40% 211.68   

上海上影星汇影城有限

公司 
222 7.77% 195.87   

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385 13.48% 198.19   

上海龙之梦影城有限公

司 
116.5 4.08% 106.47   

上海上影国泰电影放映

有限责任公司 
45.5 1.59% 38.68   

上海上影曹杨电影放映

有限公司 
24.5 0.86% 21.7   

上海影复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 
40 1.40%     

徐州影复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 
40 1.40%     

上海上影四平电影放映

有限责任公司 
    10.38    

支付票房收入分成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 
11,879.39 35.48% 10,799.45 

2017 年度进口片全年票

房预计将高于 2016 年度，

致使分账款预计额度相应

增加 



 7 

上海国际影视节有限公

司 
360.08 1.08% 271.84    

采购商品、购买资产和

设计服务费 

上海永乐聚河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531.82 24.74% 414.45    

上海电影技术厂有限公

司 
672.53 2.16% 335.28   

上海永乐座椅有限公司 1,879.47 6.05% 664.35  

预计本年度新增及改造影

院数量较上一年度有明显

增加，致使座椅采购预计

金额相应增加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600 1.93% 67.01  

预计本年度新增及已有影

院的标牌制作数量较上一

年度有明显增加 

上海永乐影视技术有限

公司 
65 0.21% 66.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

限公司 
511.67 4.21% 6.00  

根据美影厂年度新片计

划，预计今年本公司版权

采购额度增加 

上海上影大耳朵图图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 
500 4.17%   

根据大耳朵图图公司年度

新片计划，预计今年本公

司版权采购额度增加 

宣传费支出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 
    4.78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 

收取电影分账收入 

  

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400 3.48% 1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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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影国泰电影放映

有限责任公司 
130.67 1.14% 145.19   

上海龙之梦影城有限公

司 
112.66 0.98% 140.83   

上海上影海上影城开发

管理有限公司 
70 0.61% 77.78   

合肥长江联和剧院 68.88 0.60% 76.53   

大光明巨幕有限责任公

司 
55.67 0.48% 61.86   

海南银龙联和电影院线

有限责任公司 
4 0.03% 50.64   

上海上影希杰莘庄影城

有限公司 
32.67 0.28% 36.31   

上海上影曹杨电影放映

有限公司 
29.35 0.26% 32.61   

上海上影星汇影城有限

公司 
26.44 0.23% 29.38   

上海影复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 
18 0.16%     

徐州影复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 
17 0.15%     

上海上影四平电影放映

有限责任公司 
    63.75   

收取版权收入 
上海电影制片厂有限公

司 
200 8.00% 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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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影四平电影放映

有限责任公司 
    0.5   

放映设备销售收入 

上海影复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 
    194.26   

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350 8.91% 190.51   

上海龙之梦影城有限公

司 
    62.99   

推广服务费收入 
上海永乐聚河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5.88 0.58% 24.28   

 发行代理服务收入 

上海上影大耳朵图图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 
400 3.48%   

根据大耳朵图图公司年度

新片计划，预计本公司相

应的发行代理收入增加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

限公司 
650 5.66%   

根据美影厂年度新片计

划，预计本公司相应的发

行代理收入增加 

宣发费收入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 
    377.36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 
5 0.71% 2.32   

喷绘收入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 
10 4.55% 9.43   

网络票款及服务收入 
上海东方汇融文化商务

有限公司 
5.17 0.08% 0.8   

融资出租设备利息收

入 

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345.86 100.00% 3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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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设备款 
重庆越界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850.46 

截至公告日，预计 2017

年暂无对该关联方的新增

融资租赁业务 

管理、咨询收入 

上海影复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 
18.75 7.21% 47.17   

徐州影复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 
14.3 5.50% 47.17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

限公司 
100 38.45%     

上海上影大耳朵图图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 
100 38.45%     

其他 
租赁房产-本集团作为

承租方 

上海电影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 
1,163.50 6.86% 1,158.25    

上海新光影艺苑 15 0.09% 14.58   

上海永乐座椅有限公司 12.92 0.08% 13.05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 
50 0.29%     

合计 22,545.18   17,6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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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 介绍 关联关系 

1 
上海电影（集

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仲伦 

住所：漕溪北路 595号 

成立日期：1996年 3月 8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29261.6049 

经营范围：电影、电视故事片、教育片、纪录片、

资料片、广告片的制作、洗印、发行、代理、发

布及衍生产品开发、销售，组合演出，布景设计

制作，服饰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生产、销售、租

赁，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外），影院经营，停

车场（库）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 

2 
上海电影制片

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仲伦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95号 

成立日期：1985年 5月 1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281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影片、电视剧本创作交易、摄制、

洗印、复制，布景设计制作，影视摄制场地、器

材、服饰、道具租赁，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展

示展览、经济信息咨询，汽车配件、百货销售，

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同

受母公司控

制 

3 
重庆越界影业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智 

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栖霞路 16号 2幢 5-4 

成立日期：2011年 1月 5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注册资本：2704.2857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影发行（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

限从事经营）；冷热饮品制售：不含凉菜、生食

海产品及裱花蛋糕（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

从事经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零售（按许

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电影放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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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管理；会议服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场地租赁；销售：玩具、

工艺品、日用百货。 

本公司的联

营企业，占股

30% 



 12 

4 
上海龙之梦影

城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龙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018号 9楼 

成立日期：2007年 2月 2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影放映；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冻

冷藏、不含熟食卤味）、散装食品（直接入口食

品，不含熟食卤味）；销售服装、日用百货、文

化用品、工艺礼品；会展服务；设计、制作各类

广告。 

本公司的合

营企业，占股

49% 

5 

上海上影国泰

电影放映有限

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家正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870号 

成立日期：2003年 8月 28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影放映；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冻

冷藏、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影视文化衍生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的销售。 

本公司的联

营企业，占股

49% 

6 

上海上影曹杨

电影放映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健儿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 125号 2楼 

成立日期：2004年 2月 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影剧院，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

藏、不含熟食卤味），工艺礼品（除专项）销售。 

本公司的联

营企业，占股

49% 

7 
上海影复影城

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竞彦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路 300号 2幢 3楼 

成立日期：2015年 11月 2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会务服务，影视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影视器材、

音响设备、舞台设备、灯光系统设备销售、租赁

（除金融租赁）、安装，销售：日用百货、服装、

工艺品（除专项），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企业形象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

务，礼仪服务，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作，食

品流通。 

本公司的合

营企业，间接

持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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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州影复影城

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竞彦 

住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海路 8号 

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11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影城管理服务；影视领域内技术开发、

咨询、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电子商务咨询；

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影视器

材、音响设备、灯光系统设备销售、租赁、安装；

日用百货、服装、工艺美术品销售；电影放映；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销售；场地租赁；各类国

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本公司的合

营企业，间接

持股 25% 

9 
华夏电影发行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若清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号院 7号楼 901 

成立日期：2003年 5月 29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进口、国产影片发行。 

公司原副董

事长担任副

董事长的公

司 

10 
上海国际影视

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文霞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298号 B座 11楼 

成立日期：2006年 9月 28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会议、展览、公关活动的组织和服务，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

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服装，工艺品，玩具，文化用品。 

本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之

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担

任法定代表

人的单位 

11 

上海永乐聚河

供应链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铭灿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江东路 1689号 4幢 

成立日期：2004年 9月 15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未上市) 

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含食用油、玉米粒、不

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化妆品、纸制品、包

装制品、塑料制品、机电产品（包装机械设备）

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上述

商品相关技术进出口、维修服务和相关商务咨

询；供应链管理。（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申请）。 

与本公司同

受母公司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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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海电影技术

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利明 

住所：宝通路 449号 

成立日期：1983年 12月 21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380.6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冲洗电影底样片及后期加工（包括录

音，印制电影拷贝），数码产品及设备、音响器

材、舞台灯具的销售及安装（除特种设备安装），

停车场管理，建筑幕墙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

（工程类项目凭许可资质经营）。 

与本公司同

受母公司控

制 

13 
上海永乐座椅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葛疏敏 

住所：青浦区重固镇大街 459号 

成立日期：2004年 9月 2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安装公共座椅、沙发、家具、影

视器材。 

本公司监事

担任董事的

企业 

14 
上海美术设计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海利 

住所：漕溪路 258弄 23号 

成立日期：1990年 11月 1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展览展示设计及服务，多媒体展示设

计，家具、标识设计及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展览布置，模型图表，装潢美术，装饰材料，绘

画，承办国内外进出口各类广告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及各类装潢业务，会务服务，礼仪服务，

公共关系服务，舞台设计，电影院、影剧院放映

系统工程的设计、配套、安装、调试，室内外装

潢，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工具设备，日用工艺品，

广告资料摄录像，文化办公及美术用品，代办印

刷业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

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同

受母公司控

制 

15 
上海永乐影视

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晓阳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 9138号 1幢 8层

E 区 805室 

成立日期：2009年 9月 8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影视新技术的开发、咨询，影视、音

响、灯光系统设备的销售及设计、安装，影视数

本公司监事

担任董事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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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设备、软件的销售及设计、安装，舞台设备的

设计及安装，文化办公机械的销售、修理，从事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16 

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钱建平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 618号 

成立日期：1989年 9月 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374.4834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摄制电影片，复制本单位影片，按规

定发行国产影片及其复制品，音像制品批发、零

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文化用

品，工艺品 

与本公司同

受母公司控

制 

17 

上海上影大耳

朵图图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毅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2899号甲 218室 

成立日期：2006年 4月 30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影视策划咨询，影视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文化信息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电脑图文设计、

制作，展览服务，百货、工艺美术品销售，承接

各类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业务，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 

与本公司同

受母公司控

制 

18 

上海上影海上

影城开发管理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已俊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3300号 4楼

L4112-4115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2K数字电影放映；零售：预包装食

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投资管理（除

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影视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以上

涉及专项许可的除外）。销售：影视器材、音响

设备、舞台设备、日用百货、服装、工艺美术品

（除专项）；灯光系统设备销售及租赁（除金融

租赁）、安装（除特种设备），企业管理咨询（除

经纪），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企业形象策

划，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礼仪服务，

物业管理，计算机软件设计，设计、制作各类广

告。 

本公司的联

营企业，占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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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合肥长江联和

剧院 

法定代表人：夏纯仁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九狮桥街 10号 

成立日期：2005年 7月 22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18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影放映（在放映许可证有效期内经

营），演出；定型包装食品、饮料销售（在卫生

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影视文化衍生产品销售

（除专项审批），广告代理、发布；会议及演出

服务。 

本公司的联

营企业，间接

持股 30% 

20 
大光明巨幕有

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锋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290号 

成立日期：2003年 10月 2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影放映，影院建设，放映设备，音

像设备，建筑材料，办公文具。（以上范围涉及

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本公司的合

营企业，间接

持股 40% 

21 

海南银龙联和

影业有限责任

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奎武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海秀大道 24号 

成立日期：2007年 3月 8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影发行及影视文化衍生产品的销

售。 

本公司的联

营企业，间接

持股 30% 

22 

上海上影希杰

莘庄影城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晖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5001号仲盛商场 4

楼 

成立日期：2008年 4月 11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在公司注册地内从事电影放映；餐饮

服务；并附设卖品部（限零售纪念品）；食品流

通；影院部分场地的出租业务；影院设备的出租

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

管理咨询，会议服务。 

本公司的合

营企业，占股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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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海上影星汇

影城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晖 

住所：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 1878号 

成立日期：2006年 5月 2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在公司注册地内从事电影放映；餐饮

服务；并附设卖品部（限零售纪念品）；食品流

通；影院部分场地的出租业务；影院设备的出租

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

管理咨询，会议服务。 

本公司的合

营企业，占股

50% 

24 

上海东方汇融

文化商务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正迎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

1559号 2幢 3023室 

成立日期：2006年 10月 13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通过公共积分管理系统为签约用户提

供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实业投资，

会务服务，票务代理，工艺美术品、文教用品、

礼品、办公用品的销售，健身服务，各类广告的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出版物经营，电子商

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 

本公司董事

担任董事的

公司 

25 
上海电影艺术

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仲伦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95号 A座 8层 

成立日期：2013年 12月 2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博物馆投资，展览展示服务，文化艺

术交流策划（除经纪），票务代理，会务服务，

公共关系服务，广告设计、制作，自有设备租赁

（除金融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商务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除房地产经纪），

旅游咨询（不得从事旅行社服务），日用百货、

文化办公用品、五金交电、服装、玩具、影视器

材、工艺礼品的销售，停车收费。 

与本公司同

受母公司控

制 

26 
上海新光影艺

苑 

法定代表人：杭长江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宁波路 586号 

成立日期：1994年 10月 28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1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影放映，营业性演出，预包装食品

（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住宿（限分公

司经营），百货，工艺美术品。 

与本公司同

受母公司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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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上述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以市场价格

为基准，公平合理，价格公允，定价以不偏离对非关联方的同类型交易的条件进

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持续性、日常性关联交易，本公司和交易方多年来形成了

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