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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临 2021-011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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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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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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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8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董事费伟伟、谢戎彬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

该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意见与本公告同时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3）2021年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9,271万元。截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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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因此本次关联交易还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2、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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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预计金

额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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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0.00      350.56  注 1 

金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700.00    1,511.60   

人民中科（山东）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300.00      283.02   

《环球时报》社      160.00      125.85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154.00      193.39   

人民日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92.00       52.19   

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5.00     

人民日报社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16.00       16.92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00       59.98   

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       10.00        9.43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海南）有限公司        2.40        2.25   

人民日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     

人民日报印刷厂        0.60        0.20   

上海阅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5.28   

人民信产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注 2）        38.54   

《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        33.02   

《民生周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28.30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四川有限公司        24.75   

北京环球人物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14.15   

上海浦闻网络技术中心         8.02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         5.72   

人民幼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0.18   

小计   5,427.00   2,8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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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商品/提

供劳务 

人民日报社及下属企业    3,000.00    2,380.56   

《环球时报》社      500.00      471.98   

其它关联方      100.00        6.80   

小计   3,600.00   2,859.34   

房屋租赁 

人民日报社   11,300.00   10,528.63   

《环球时报》社       75.00       74.93   

小计  11,375.00    10,603.56   

合计 20,402.00 16,266.25   

 

注1：2020年与人民日报社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1）《著作权及相关权利许可协议》按照合同上限金额预计，2020年实际发生金额

未达到上限金额； 

（2）《地方频道内容审读协议》按照2019年合同金额预计，2020年相关合同未签署，

相关交易未发生。 

注2：人民信产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25日工商更名为人民信产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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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1 年 1-4 月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注

3）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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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  14.44  350.56  12.51  

金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650.00  41.29  494.64  1,511.60  53.92  

合营联营公司 870.00  21.77  630.59  328.48  11.72  

其他关联方 426.00  10.66  55.78  612.71  21.85  

小计 3,996.00  100.00  1,195.45  2,803.35  100.00  

出售

商品/

提供

劳务 

人民日报社 700.00  20.59  129.34  562.91  19.69  

合营联营公司 100.00  2.94  2.14  6.80  0.24  

其他关联方 2,600.00  76.47  145.57  2,289.63  80.07  

小计 3,400.00  100.00  277.05  2,859.34  100.00  

房屋

租赁 

人民日报社 11,800.00  99.37  3,870.02  10,528.63  99.29  

其他关联方 75.00  0.63  22.92  74.93  0.71  

小计 11,875.00  100.00  3,892.94  10,603.56  100.00  

合计 19,271.00  100.00  5,365.44  16,266.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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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2021年 1-4 月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内部统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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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庹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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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报及其增项出版；主报《海外版》和《藏文版》出版；《新

闻战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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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组织与信息咨询服务；会议与展览展示服务；

报社所属单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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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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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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电子产品、日用品、服装、文具用品、工

艺品；票务代理。（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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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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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耿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41幢楼21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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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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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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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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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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寇非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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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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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文化用品、

体育用品及器材、日用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建

筑材料、工艺品、珠宝首饰、纺织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搜

索查询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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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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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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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民日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华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4,848.000879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主营业务：根据本报的办报宗旨和宣传分工，出版本报所刊载的对读者

进行思想政策教育和国内外时事形势宣传的文章结集，以及时论、政治性读

物；有关新闻理论专著和写作采访等业务知识读物；选编出版本报有关专刊、

专栏中有保留价值的作品；以及同本报宗旨有关的各类学术著作；可以适当

出版文艺副刊中质量较高的作品结集（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同本社

出版范围相一致的互联网图书、互联网电子出版物出版（有效期至2021年12

月31日）；出版与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范围相一致的电子出版物（有效期至

2025年6月30日）；图书批发（有效期至2022年4月30日）；版权代理；图书

的翻译、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及会展业务；广告业务；工艺礼品（加工、

批发、零售）；进出口业务。（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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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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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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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何炜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4-2】9号楼321室 

主营业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市场调查；营销策划；公关策划；投资管理；经

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广播电视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妆品、

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文化用品、体育用品、体育器材、出版物；计算

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音像制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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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互

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文化活动、销售出版物、音像制品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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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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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信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建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欣雅街15号院1号楼6层6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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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会议服务（不含食宿）；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计算机系统服务；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产品设计；市场调查；公共关系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云计算中心（限PUE

值在1.4以下）；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管理；企业形象策划；

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广播电视设备；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

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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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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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 

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法定代表人：季晓磊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楼417号 

主营业务：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周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组织人员培训；广告设计；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承办《中

国经济周刊》杂志国内广告、发布外商来华广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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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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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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民中科（山东）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谷新媒体大厦2F 

主营业务：智能技术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软件的开发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企

业管理咨询；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的销售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经营许可的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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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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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上海阅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钱奕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25万元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6层（集中登记地）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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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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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从事网络信息、计算机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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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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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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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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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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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6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