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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临 2018-024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协议签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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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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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7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及协议签署的议案》。关联董事叶蓁蓁先生、胡锡进先生和张忠先生已回

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2)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人民币13,312.00万元，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协议签署事项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

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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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公司2018年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所需，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

格，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关

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协议签署的议案》。 

2、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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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预

计金额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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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87 1,434.00  

《环球时报》社 100.00 118.89  

金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359.47 1,209.65  

深圳证券时报社有限公司 10.00 -  

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

限公司 
50.00 46.23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270.00 119.46  

人民日报印刷厂 16.00 1.87  

人民日报社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 0.82  

北京阳光绿色保洁有限公司 - 0.11  

北京讽刺与幽默报社 - 16.98  

小计 2,837.34 2,948.01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人民日报社及其他下属企业 1,219.49 1,429.51  

《环球时报》社 696.00 509.73  

小计 1,915.49 1,939.23  

房屋租赁 

人民日报社 8,246.72 7,325.82  

《环球时报》社 75.00 74.93  

小计 8,321.72 7,400.75  

合计 
            

13,074.55  

            

12,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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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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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2018年上半年累

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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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 39.82 13.50 1,434.00 48.65 

《环球时报》社 125.00 4.74 29.82 118.89 4.03 

金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350.00 51.19 666.36 1,209.65 41.03 

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60.00 2.28 43.40 46.23 1.57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50.00 1.90 33.02 119.46 4.05 

人民日报印刷厂 - - - 1.87 0.06 

人民日报社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2.00 0.07 - 0.82 0.03 

北京阳光绿色保洁有限公司 - - - 0.11 - 

北京讽刺与幽默报社 - - - 16.98 0.58 

小计 2,637.00 100.00 786.09 2,948.01 100.00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人民日报社及下属企业 1,850.00 86.05 823.78 1,429.51 73.72 

《环球时报》社 300.00 13.95 147.88 509.73 26.28 

小计 2,150.00 100.00 971.67 1,939.23 100.00 

房屋租赁 

人民日报社 8,450.00 99.12 3,867.07 7,325.82 98.99 

《环球时报》社 75.00 0.88 37.47 74.93 1.01 

小计 8,525.00 100.00 3,904.54 7,400.75 100.00 

合计 
        

13,312.00  

            

100.00  

         

5,662.29  

        

12,288.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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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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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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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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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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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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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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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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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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时报社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控股股东：人民日报社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5015号中银大厦17A、18AB座 

主营业务：发布各类广告（含外商来华广告）；资料翻译；信息咨询；

承办分类广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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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除外）；自有房屋租赁。编辑、出版、

发行《证券时报》；编辑、出版、发行《中国基金报》；信息服务业务（仅

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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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何伟 

注册资本：10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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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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北京讽刺与幽默报社 

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吴天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控股股东：人民日报社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主营业务：出版《讽刺与幽默》；电脑图文设计；经济贸易咨询；展览

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计、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

自有《讽刺与幽默》报发布广告；软件开发；销售电子产品；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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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民日报印刷厂 

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郝振举 

注册资金：人民币21,900.37万元 

出资人：人民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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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主营业务：出版物印刷、排版、制版、装订，其他印刷品印刷、装订；

印刷材料、印刷设备及配件的制作；广告业务；实业投资及管理；进出口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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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北京阳光绿色保洁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群锁 

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 

控股股东：人民日报社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主营业务：美容（不含医疗性美容）美发；零售卷烟；定型包装食品、

水果、蔬菜、定型包装桶装饮用水；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清

洁服务；服装裁剪；经济贸易咨询；礼仪服务；维修家用电器；花卉租摆；

劳务派遣；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日用品、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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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著作权及相关权利许可协议》 

人民日报社许可公司独占使用其作品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网络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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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范围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公司行使其作品的复制权、翻译权、汇编

权和版式设计权。双方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协商定价。

公司将人民日报社作品以新闻信息形式对外出售、使用人民日报社未见报作

品或使用人民日报社外购的图片和稿件，按实际使用量付费，2018年支付的

费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 

人民日报社许可公司使用其作品制作数字化制品和电子报刊在全球范

围内发行、销售，许可公司独占使用其作品制作数字化制品和电子报刊在全

球范围内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网络发行和销售。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双

方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协商定价。2018年支付的费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

万元。 

如实际发生金额超过协议中规定的上限，双方需另行商签补充协议，并

按照各自的内部治理程序及证券监管机构要求履行相应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双方履行内部审议

程序并批准后生效，效力追溯自2018年1月1日。 

2、《技术服务协议》 

公司为人民日报社提供网络宽带接入和主机托管等相关技术服务，参照

市场价据实结算，每年的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万元。如实际发生金额

超过本协议中规定的上限，双方需另行商签补充协议，并按照各自的内部治

理程序及证券监管机构要求履行相应的批准和披露程序。协议经双方法定代

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双方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并批准后生效，

协议效力追溯自2018年1月1日，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 

3、《房屋租赁合同》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北京人民在线网络有限公司向人民日报社租赁新媒

体大厦部分楼层作为办公场所，租赁建筑面积总计24,062.27平方米,租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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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按照对应租赁面积，公司应承担房

屋年租金为人民币64,161,065.00元，北京人民在线网络有限公司应承担房

屋年租金为人民币10,492,128.00元，总计为人民币74,653,193.00元。协议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双方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并批准后生效，协议效力追溯自2018年1月1日，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

日止。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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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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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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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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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8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