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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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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预计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利益的行

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不利的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项议案的关联董事苏同先生回避表决，

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6 人，其中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独立董事对

本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二、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内容 
关联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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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劳务 

北京宽客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500.00 
0 

预算与实际业务金额

存在差异 

青稞万维（北京）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 
0 

上海骞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000.00 
0 

浙江乐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 
0 

霍尔果斯善易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1,500.00 
0 

海南龙帆广告有限

公司 

3,000.00 
0 

小计 7,200.00 0 

向关联方提

供的劳务 

上海奇禧电影制作

有限公司 
500.00 0 

预算与实际业务金额

存在差异 

浙江乐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 0 

上海骞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500.00 770.75 

青稞万维（北京）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 69.68 

小计 3,200.00 840.43 

 



三、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内容 

关联方名称 
本次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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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关

联方提

供的劳

务 

上海骞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300.00 0 0 

预算与实际

业务金额存

在差异 

浙江乐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 0 0 

北京海米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3,376.00 0 0 

北京隐逸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 
500.00 0 0 

北京紫禁兰台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1,000.00 0 0 

小计 5,376.00 0 0 

向关联

方提供

的劳务 

善易（天津）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 
2,900.00 0 0 

预算与实际

业务金额存

在差异 

上海骞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000.00 122.64 770.75 

浙江乐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 0 0 

北京海米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3,076.00 0 0 

北京隐逸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 
100.00 0 0 



北京紫禁兰台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1,000.00  0 

小计 8,276.00 122.64 770.75 

公司与关联方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参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公司

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公

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助于公司业

务的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价格按

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四、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相关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1. 上海骞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澄浏公路 52 号 39 幢 2 楼 J202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649.1228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倩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创意服务，礼仪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图文设计制作，体育赛事策划，企业

形象策划，公关活动组织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娱乐咨询（不得从事文化经纪），

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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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公司持股 49.30%、郭冬云持股 43%、符元喆持股 7.70%。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参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3,053 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1,708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34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142 万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 612 万元。 



 

2. 浙江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国际时代广场 3 幢 3202-1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卢艳峰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

中介），文化艺术活动策划（除演出中介）、会务会展服务，平面设计、网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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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卢艳峰持股 41.56%、公司持股 20.00%、杭州龙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6.00%、杭州梦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4.52%、

宁波新西乐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7.9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参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1,869 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192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67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468 万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 104 万元。 

 

3. 北京海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31 号院 1 号楼 2 层 207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8.2588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凯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影视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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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杨凯持股 22.08%、新奥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7.00%、



天津沁燃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5.00%、北京海米科创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持股14.45%、上海求得贸易有限公司持股11.92%、徐达持股11.05%、

奇艺博同张家口洋河新区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5.53%、钱卫

持股 1.49%、夏逸庆持股 1.49%。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1,905 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1,473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3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002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80 万元。 

 

4. 北京隐逸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5 号世宁大厦 9 层 905、90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文娟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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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企业管理咨

询；经济贸易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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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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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何叶紫持股 51.00%、公司持股 49.00%。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参股公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448 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937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8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0 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2,093 万元。 

 



5. 北京紫禁兰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影创空间大厦 401-05

号（怀耿路 120 号院 2 号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峰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销售体育用品、服装鞋帽、

文化用品、工艺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日用品、母婴用品、家用电器、

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电子产品、照明设备、电子元器件、玩具、办公

用品；租赁灯光音响设备；经济贸易咨询；教育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翻译服务；礼仪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摄影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工艺美术设计；包装装潢

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软件开发；销售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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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北京景山英才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00%，公司全资子

公司旗帜（上海）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持股 49.00%。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参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 

该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设立，无 2019 年度财务信息。 

 

6. 善易（天津）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 号动漫大厦 C 区二层 209（天津好邦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1014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宇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发行；电影制作、发行、经营；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

展会务服务；摄影摄像服务；从事广告业务；艺人经纪服务；网页设计制作；新

产品新材料开发应用；代理旅游文化的宣传、开发经营、服务；公关活动策划；

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营销策划；数字科技、影视文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转让；动漫画的设计；美术设计；影视策划；影视文学创作服务；会议服

务；礼仪服务；演出经纪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高宇持股 50.00%、公司持股 50.00%。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参股公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2,798 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3,909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11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27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1,620 万元。 

 

五、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已按协议履行，关联方能够按约提

供或接受劳务并结算账款。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形成坏账的风险较小。 

 

六、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价格由交易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原

则，依据一般商业条款而确定，关联交易定价主要采用市场化定价。 

 

七、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目的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存在业务往来，主要是基于各自客户的营销需求，优先考



虑合作对方的服务能力进行合作，合作内容以广告制作和投放为主。 

2.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交易双

方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

生不利的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述与

关联方的交易是各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

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对关联交易的决策、回避表决、信息披露的程序做了规定，已有必要的措施

和程序保护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八、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议案在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前，已经我们事先认可。

公司与关联方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参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公司与该

等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公司与

该等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助于公司业务的

开展。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价格按市场

价格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董事会在审议时，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与本人相关的关联交易。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九、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