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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6         证券简称：贵广网络        公告编号：2022-040 

债券代码：110052                       债券简称：贵广转债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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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基于日常经营

和实际业务需要，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是否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否。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一次会议，于 5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

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2022-020、2022-028）。 

    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公司于 2022年 8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第二次会议，于 2022年 8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拟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我们认真查阅和审议了公司提供

的所有议案资料，基于独立判断，认为本次新增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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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和实际业务需要所发生，充分考虑了交易的必

要性、公允性；本次新增关联交易有利于发挥公司业务和服务优势，对公司业务

发展和经营状况有着积极促进作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情形；本次

新增关联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规范程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因此，一致同意该议案。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次拟增加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60.6 万元，2022 年上半年实际发

生 32.92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2022 年

度原预
计金额
(万元) 

新增 2022 年度预计 2022 年上半年实际发生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元)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1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 高速公路过路费等 8 过路费 34,272.53 

2 贵州多彩宝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 代收手续费等 30 
其他服务费 56,839.62 

代收手续费 111,788.68 

小计   38  202,900.83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1 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0 技术服务费等 8 信息技术服务 37,735.81 

2 贵州多彩宝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 数据业务 3 数据业务 12,433.89 

3 中广投网络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 数据业务 0.2 数据业务 1,132.08 

4 贵州星空影业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 数据业务 6 数据业务 28,301.90 

5 
贵州中灵广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0 数据业务 2 数据业务 12,905.66 

6 智广海联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 无 3.4 信息技术服务 33,773.58 

小计   22.6  126,282.92 

合计   60.6  329,183.7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

代表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贵州高速公

路集团有限

公司 

915200002

14418664F 
龙平江 1110537.15 

贵州省贵

阳市云岩

区北京路

310号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高速公路及附属设施的建设、养护、收费、服务等

的经营管理；高速公路路域经济的建设经营管理；高速公路客、货运

输；经营材料、设备租赁、维修和其他物资；高速公路建设技术咨询、

勘察设计、监理、监控和检测等业务；引进开发新材料、新技术和新

工艺。） 

贵州多彩宝

互联网服务

有限公司 

91520115M

A6DJX0B3M 
万群 1620.045 

贵州省贵

阳市贵阳

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长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技术服务

开发、咨询、推广；应用软件设计、开发、销售；大数据服务平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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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路 33

号天一国

际广场

11-12 栋

（11）1 单

元 11层 1

号房 

设及运营；电子商务平台运营；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大数据清

洗及建模技术开发；大数据产品开发、交易；增值电信业务；计算机

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网络与信息安全产品开发、销售；计算机、辅助设备及相关配套产品、

通讯设备、智能设备、电子产品开发及销售；设备安装、维修；机器

人研发及销售；人工智能；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信用创新产品

研究；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会展服务；互联网文化产品及文

化创意设计服务；文化项目、旅游项目开发；电子商务服务；公共交

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旅游、气象的咨询服务；教育咨询（不

含办学和培训）；代收燃气费、水费、电费、电视费；飞机票、火车

票、客运票、船票、景点门票、场馆门票代理；电话费、流量费、宽

带费、ETC 充值；物业管理服务；自有品牌产品生产、销售及经营（包

括农特产品、工艺品、纪念品等）；办公用品、日用百货、食品、农

产品、酒店用品、中药材、旅游商品、生鲜果蔬、水产品、汽车配件、

五金交电、农产品原材料、家用电器的销售；房屋、车辆租赁服务；

家政服务（保洁、开锁换锁、家电维修及清洗、管道疏通、空气治理、

鲜花绿植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投融资理财信息

咨询及服务）；市场调查；市场推广、品牌推广；物流信息咨询；货

运代理；货物搬运；视频策划；摄影摄像；客服服务；入境旅游业务；

出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研学旅游活动策划；机票销售代理业

务；代订客房、旅游用车、火车票、船票、旅游景点门票；承办国际

国内会务会展及酒店管理；保险代理业务；养老服务；物业服务；快

递服务；从事语言能力、艺术、体育、科技等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

服务机构（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

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外包服务；二手

车鉴定评估；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化品）；宠物服务（不含动

物诊疗）；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生活美容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

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专属保险代理业务（凭授权经营）；互联

网安全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贵州钢绳（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915203002

1478172X9 
王小刚 76200.96 

贵州省遵

义市红花

岗区桃溪

路４７号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钢丝、钢丝绳、混凝土用钢材（钢丝、钢棒和钢绞

线）、钢锭、钢坯、线材、小型钢材、机械设备制造，铁丝、钢球、

元钉、氧气、钢丝、钢丝绳及相关技术的出口，钢丝、钢丝绳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废旧钢铁

收购、对外来样加工、来件加工、来件装配和进料加工及补偿贸易业

务；建筑机电安装工程，花圃，索具加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货物运输。） 

中广投网络

产业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 

91520000M

A6DMCKW1C 
林京 16412.15 

贵州省贵

阳市贵阳

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金

阳科技产

业园标准

厂房辅助

用房 B411

室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依托国家广播电视传播干线网和全国各省（区、市）

广电网络，以大数据、云计算应用和各类新技术为支撑，集中开发投

资广电新产业项目；提供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领域内的

技术和产品的设计、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投融资业务及其他对

外业务合作。） 

贵州星空影

业有限公司 

915200006

92734389U 
吴斌 6839 

贵州省贵

阳市南明

区花溪大

道北段 150

号广电天

马大厦 17

楼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电影放映（仅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及营销策划；会展节庆策划与服务；文化

企业、产业企业非金融性项目投资运营；新媒体投资运营；投资与企

业管理咨询；日用百货及五金交电的销售；服装鞋帽、办公用品、化

妆品、工艺品、玩具的销售；其他与电影产业相关的商业项目；零售：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仅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贵州中灵广

惠医药健康

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91520102M

A6J400T4C 
党黎明 10000 

贵州省贵

阳市南明

区水口寺

中天世纪

新城三组

团 E2栋 1

单元 5 层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信息服务;

互联网数据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

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零售（持证经营）;药品批发（持证经营）;保

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持证经营）;中草药收购;中草药种植（限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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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5、6、7、8、

9 号[水口

寺办事处] 

机构经营）;药品进出口;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持证经营）;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持证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持证经营）;健康咨

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

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不含

投融资理财、投融资理财咨询业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等违法金融活动，不得从事未经批准的金融活动）。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智广海联大

数据技术有

限公司 

91520198M

A6H56FF5U 
孙伟 10638.2979 

浙江省杭

州市富阳

区春江街

道富春湾

大道 2723

号 17幢

195号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数据采集和处理、市场研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

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电子产品、通

讯产品、数字安防产品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自有软硬件

产品销售；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交电的租赁、批发兼零售；计算机信

息系统工程；电子设备安装、电子工程及智能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

及维护；商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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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具体说明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独立董事担任其外部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

条规定，与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 

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多彩宝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监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担任其高管 

中广投网络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重要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贵州星空影业有限公司 重要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贵州中灵广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要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智广海联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重要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三）前期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依法注册成立，合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规模，具

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按照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在市场化前提下，综合行

业特性和地域情形，同时考虑到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遵循公平合理、协商一

致的原则进行定价，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过程

中必要的持续性经营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和关联方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利用

关联企业已有资源，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对公司业务发展有着积极促进作用。 

（二）交易的公允性。本次关联交易按照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在

市场化前提下，综合行业特性，同时考虑到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遵循公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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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定价。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与本次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本次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