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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7     证券简称：长江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9-009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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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标的名称：湖北长江传媒文化创意投资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文创公司”） 

●  投资金额：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华书店集团”）、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报刊集团”）、湖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术社”）、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教育社”）拟

与湖北长江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旅投公

司”）共同出资设立文创公司。文创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

万元，其中，新华书店集团拟出资3000万元，持有文创公司60%

的股权；报刊集团拟出资500万元，持有文创公司10%的股权；美

术社拟出资500万元，持有文创公司10%的股权；教育社拟出资500

万元，持有文创公司10%的股权；文旅投公司拟出资500万元，持

有文创公司10%的股权。 

●  本次关联交易前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关联交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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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21594.48万元。 

●  风险提示：标的公司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相关手续，

能否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整合公司文化产业优势资源，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升级，延

伸产业链，探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公

司整体实力，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书店集团、报刊集团、美术社、

教育社拟与文旅投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湖北长江传媒文化创意投

资有限公司（暂用名，以工商部门审批为准）。文创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其中，新华书店集团拟出资 3000 万元，

持有文创公司 60%的股权；报刊集团拟出资 500 万元，持有文创

公司 10%的股权；美术社拟出资 500 万元，持有文创公司 10%的

股权；教育社拟出资 500 万元，持有文创公司 10%的股权；文旅

投公司拟出资 500万元，持有文创公司 10%的股权。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文旅投公

司为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关联交易前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关联交易总金

额 21594.48 万元。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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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时公司关联董事按规定予以回避。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湖北长江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北长江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MA49515M4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杜登汉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8 年 7 月 20 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出版文化城出版大

厦2层 

经营范围：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投资、开发、设计、运营；配

套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景区园林规划、设计及施工；旅游

资源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旅游、文化艺

术活动组织策划与推广；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与销售；旅游配套产

品开发与销售；旅游房地产开发与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广告（涉及国家特别规定的广告除外）；企业形象策划；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信息咨询服务；酒店管

理、娱乐业管理；健康管理、养生服务；会展旅游项目策划、开

发、设计、运营；智慧展览策划、开发、设计、运营管理；体育

旅游资源开发；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体育赛事活动运营；票务代

理；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开发；电子商务及通讯技术服务；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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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估价、咨询、展览服务；艺术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销

售及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湖北长江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916.74万元，公司总负债为39.46万元，公司净资产

877.28万元，净利润-84.75万元。 

2、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698024732C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邱从军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9年12月29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发展大道33号 

经营范围：公开发行的国内版图书、期刊及电子出版物（有

限期至2020年4月21日）；文化教育咨询与其他教育辅导服务、

文化艺术培训、广告设计与制作、数据分析及其他服务、网络技

术工程、室内外设计、装饰装修、物业管理及房屋租赁、物资储

存代运咨询服务、为印刷物资的展销和技术交流提供服务、纸张

加工、道路普通货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

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教育软件与硬件研发、销售与服

务；图书加工服务（不含出版）、图书管理信息系统销售与服务；

教育装备产品、玩具、教具、儿童生活用品、各类家具、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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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设备、环保设备、办公与教学设备仪器、净饮水设备、空气

净化设备、农副产品、百货、五金、交电、通讯产品、电子产品、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计算机软件、文化办公用品、工艺美术品、

音像器材、眼镜(验光、配镜)、体育器材、健身器材、服装鞋帽、

首饰钟表、家纺布艺、包装材料、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橡塑制

品、仪器仪表、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及汽

车零配件、摩托车与电动车整车及配件、纸张、印刷机械及配件、

印刷器材、装帧材料、造纸材料、生物有机肥、有色金属及矿产、

煤炭、焦炭、钢材、润滑油、木材及其制品、轮椅、血压计批发

与零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2017年末，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371,101.45万元，净资产总额191,761.26万元；公司2017年实现

营业收入402,191.48万元，实现净利润33,607.30万元。 

3、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64110031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肖昌斌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成立时间： 1997年1月8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78号 

经营范围：编辑、出版、发行《小学生天地》《初中生天地》

《高中生学习》《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新课程研究》《英



 6 

语广场》《新班主任》《马小跳》《少年写作》《中国故事》

《湖北教育》《民风》《新纪实》《领导科学论坛》《最漫画》

《大家文摘报》《大健康报》《小学生辅导报》；编辑、出版、

发行电子期刊（含上述报刊电子版）；连锁经营公开发行国内

版图书、报刊；利用本刊设计、制作、发布平面广告；教学仪

器及用品、文体用品、办公用品的批零兼营；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会议展览服务；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动漫创意与制作；

教育咨询及教育信息化培训服务（不含出国留学人员咨询服

务）、艺术培训；中小学生研学交流活动；教育文化产品研发

与推广；数字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教育学研究服务、新

闻学及传播学研究服务；教育软硬件研发；教育装备产品、玩

具、教具（含玩教具）、户外拓展专用器材、儿童生活用品、

家具、电器、厨房设备、环保设备、办公与教学设备仪器的研

发与销售；净饮水设备、空气净化设备、电子产品、电子计算

机及配件、工艺美术品、音像器材的批发零售。（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2017年末，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资产

总额45,889.77万元，净资产总额22,878.68万元；公司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15,761.35万元，实现净利润2,396.76万元。 

4、湖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177567125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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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辉平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时间： 1990年12月12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268号 

经营范围：出版画册、连环画、年画、挂历、宣传画、图片、

书法等美术读物；以及美术理论、技法读物和美术工具书（有

效期至2022年5月3日）；数字网络出版、文创产品开发、艺术

品的展览、拍卖交易及收藏。（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2017年末，湖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6,584.82万元，净资产总额10,413.47万元；公司2017年实现

营业收入9,433.32万元，实现净利润1,092.32万元。 

5、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177571909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方平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成立时间： 1992年5月20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C座

18楼 

经营范围：出版学校和业余教育的教材、教学参考书、教育

科学理论、学术著作（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利用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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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发布广告；语言培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音乐、美术、

其他文化艺术培训；教育装备产品、玩具、文化用品教具、日

用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对教育项目的投资；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策划组织；计算机应用软件研发、网络技术服务、网站建

设；房屋租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截止2017年末，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61,957.10万元，净资产总额42,258.16万元；公司2017年实现

营业收入19,816.98万元，实现净利润5,925.04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拟设立公司目前拟议的基本情况如下，具体情况以最终工商

登记信息为准：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长江传媒文化创意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名称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 268 号省出版城 C 座 10

楼 

经营范围：文化创意产品、工艺美术品、百货（纺织、服装、

日用品、家居用品、五金家电、电子产品、酒、副食）、电子产

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工艺美术品、旅游配套用品、动漫产品、

教育装备产品、文化礼品的设计、制作、销售；创意产业园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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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运营；文化艺术培训；餐饮；健身；广告制作、发布；版权

交易；文化会展策划；电子商务；图书策划、发行。 

2、股权结构 

文创公司设立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3000 60% 

2 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500 10% 

3 湖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500 10% 

4 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500 10% 

5 湖北长江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 10% 

 合计 5000 100% 

3、出资方式 

各出资人按照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出资。各股东首次出资应

于公司正式注册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占股比例完成出资。 

4、公司治理 

（1）本公司成立股东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公司

的经营方针和投融资计划；向公司委派或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监事，并在董事会成员中指定董事长；决定董事、监事

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和监事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年度

财务预算、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

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做出决议；对发行公司债券做出决议；对公

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修改公

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作出决定；审议法律、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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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股东会做出上述事项的决定或决议时，采用书面形式，并由

股东签章后置备于公司。 

（2）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负责。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

其中，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2 名，湖北长江报刊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 1 名，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 名，湖北

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1 名。 

董事人选由股东推荐，并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

长 1 名，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3）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监事由湖北长江文化

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推荐人选。 

（4）经营管理机构：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若干名。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对董事会及董事长办公

会负责，每届任期不超过聘任其为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会任期。

董事可受聘兼任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

的拓展，发挥公司文化产业优势资源，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升级，

延伸产业链，形成公司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进一步优化产业

布局，增强公司整体实力，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2、本次关联交易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各出

资人按照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出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11 

股东利益的情况。 

3、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产生影响。公

司独立性没有因为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但仍然可能面

临市场、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采

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

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力争为股东带来良好的投

资回报。  

2、标的公司目前尚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相关手续，能否完

成相关审批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

次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4 月 1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陈

义国、赵亚平、袁国雄、冷雪全部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一

致通过该议案。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此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规范合法，我们于会前收到了该

议案的文本，资料详实，有助于董事会理性的、科学的做出决策。

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等资料的审核，我们认为该议案所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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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项为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规范运作

的要求，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各出资人按照持股比例以现

金出资，所涉及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

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的有关规定。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中关于对外投资和关

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2、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推动公司

业务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增强公司整

体实力，提升公司市场竞争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

对外投资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

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时，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

的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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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

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