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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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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保障了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

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 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了上述

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就本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2020 年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进行了统计，并以 2021 年度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目标等有关

数据为基础，对 2021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合理预计，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的相关情况 

2020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24,580 万元，公司 2020 年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20,47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发生额 

心喜阅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印前制作费 21,471,335.20 

武汉中幼爱立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 4,378,005.10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采购 1,742,210.83 

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包装物采购 605,563.91 

湖北武穴银莹化工有限公司 物资采购 70,278,208.36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发生额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销售 43,012,454.35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销售 20,954,221.43 

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服务费 1,101,789.23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费 389,871.51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图书、纸质 16,051.21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费 4,716.98 

湖北省新华印刷产业园有限公司 服务费 113,207.54 

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佣金 64,000.00 

湖北长江文化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软件服务费 47,169.81 

湖北长江东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开发与维护收入 4,716.98 

 

3、公司作为承租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0 年度发生额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房产 25,507,133.53 

湖北长江东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费及水电费 12,886,847.67 

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公司 房产 893,719.05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房产 700,297.29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房产 538,800.00 



二、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陈义国、

袁国雄、冷雪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投票通过。在董事会审议该

议案前，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出具了事前确认意见书及

独立意见。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2021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22,79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预计发生额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采购 300 

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包装物采购 100 

湖北武穴银莹化工有限公司 物资采购 8000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预计发生额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销售 6000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销售 2200 

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费 160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费 50 

湖北省新华印刷产业园有限公司 服务费 15 

湖北长江文化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费 10 

 



 

（3）公司作为承租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1 年度预计发生额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房产 3000 

湖北长江东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费及水电费 1800 

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公司 房产 1000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房产 100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房产 60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28日，住

所为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C座16层，法定代表人为陈义国，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0万元。 

（2）湖北长江东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30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注册地址为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268号。

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

日用杂品、家具、建筑材料销售；摄影、日用品修理服务；装饰装修

工程施工，酒店管理和咨询服务。湖北长江东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3）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

月17日，住所为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卷烟、雪茄烟零售业务；食品销售；会务服务；物

业管理；日用百货、办公用品零售；汽车美容服务；家政保洁服务。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后勤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长江出

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4）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在湖北省新华书店基础上

2009年改制变更设立，注册资本100,000,000元，注册地址为武汉市发

展大道33号。经营范围为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物业租赁与服务、商

务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等；物业管理；文化用品、印刷设备及耗材、

日用百货、电子产品、软件产品销售；塑料、橡胶、润滑油销售；焦

炭、有色金属、矿产品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汽车

配件、工艺美术品批发兼零售；纸张、造纸材料、木浆、钢材、农产

品、化工材料批发兼零售；广告设计、制作及代理发布（涉及国家特

别规定的广告除外）。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5）湖北省新华印刷产业园有限公司，成立于1990年10月，住所

为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145号，注册资本3309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

开发；产业园区建设；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水电维修；普通货物运

输；饮料【瓶（桶）装饮用水（饮用天然矿泉水）】销售与代理、一

次性纸杯纸碗纸盒以及生活用纸的销售与代理；场地出租。湖北省新

华印刷产业园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6）湖北长江文化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

住所为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C座20楼，注册资

本4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租赁；文化产业



投资及物业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湖北长江文化地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7）心喜阅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20日，

住所为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侨香路香年广场A座，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为：外语翻译、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项目投资咨

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平面图文设计和相关咨询服务、

动漫设计（以上均不含国家限制类、禁止类项目）。国内版图书、期

刊的批发、零售。 

（8）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8日，

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5号颐德家园一期A座1905室，注册资本为

300万元，经营范围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知

识产权代理（不含专利代理）；技术推广服务；出版物零售等。 

（9）湖北武穴银莹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住所为武

穴市田镇工业新区医药化工产业园，注册资本859.28万元，经营范围

为增白剂的生产、销售；造纸化学品(不含需国家专项审批的品种）、

增白剂的原材料（不含需国家专项审批的品种）、印刷辅料（不含需

国家专项审批的品种）的销售。 

（10）武汉中幼爱立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住

所为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出版文化城7楼C708，注册资本3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教育咨询（不含培训）；文化用品的研究与销售；

音像制品、出版物的制作、批发兼零售；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组



织；会议展览服务；对教育项目的投资；计算机和网络软硬件产品的

研发、销售；电子产品的研发、销售。 

（11）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住所为武汉

市雄楚大街268号，注册资本7069万元，经营范围为出版物批发（网上

销售）；公开发行的国内版书刊（网上销售，新华书店包销类除外）

（许可有效期至2025年8月21日止），卡通及动画产品设计、制作；影

视剧、动画片、影视广告、影视专题片的策划、制作、发行等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业务；作者权益代理；版权代理；纸张、儿童服饰、

玩具、家具、文具制作与销售（网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教

育咨询服务；幼儿教具、玩具、文具、服饰及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

制作、销售（网上销售）及信息技术服务；会议、书刊展览服务；电

信业务经营；数据处理。 

2、关联关系 

(1)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685,196,237股的股

份，持股比例为56.46%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湖北长江东光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

团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湖北省新华印刷产业园有限公司和湖北长江文

化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2)心喜阅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教

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湖北武穴银



莹化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的参股公司，武汉中幼爱立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武汉爱立方儿童教育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海豚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的

参股公司。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原则，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

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往来，有利于公司经营活

动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该等交易严格遵循自

愿、平等、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为完全的市场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回避了



表决；交易内容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我们

同意董事会《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预计情

况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