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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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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4 月 29 日，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2017 年 3 月 14 日，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7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说明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6年预

计金额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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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0 8 节约费用支出 

小计 100 8 /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300 400 业务整合 

杭州游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00 251 /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30 13 / 

成都边锋领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0 13 / 

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 18 /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0 3 / 

浙江法制报社 0 2 / 

温岭日报社 0 2 / 

海宁日报社 0 2 / 

柯桥日报社 0 2 / 

小计 670 706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杭州游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800 2,653 业务整合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1,800 747 节约费用支出 

浙江报业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00 215 节约费用支出 

浙报理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0 12 / 

宁波网联网络有限公司 20 1 / 

上海华奥电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63 / 

诸暨日报社 0 58 / 

永康日报社 0 43 / 

北京勇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4 / 

杭州合有德峰投资有限公司 0 500 业务整合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0 435 业务整合 

上海真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155 业务整合 

小计 3,950 4,886 / 

向关联方

租出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50 21 / 

乐清日报社  100 69 / 

永康日报社 40 30 / 

东阳日报社 30 23 / 

瑞安日报社 30 24 / 

诸暨日报社 50 45 / 

海宁日报社 20 19 / 

上虞日报社 20 13 / 

温岭日报社 20 10 /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 0 / 

温州文创置业有限公司 0 5 / 

小计 390 259 / 

向关联方

租入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2,700 1,640 节约费用支出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 34 / 

小计 2,740 1,674 / 

关联方广

告分成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12,000 9,753 节约费用支出 

浙江法制报社 1,600 1,599 / 

乐清日报社  1,100 1,115 / 

柯桥日报社 1,000 925 / 

永康日报社 1,400 1,299 节约费用支出 

东阳日报社 1,400 1,286 节约费用支出 

瑞安日报社 1,100 947 节约费用支出 

诸暨日报社 1,400 1,212 节约费用支出 

海宁日报社 1,300 1,210 节约费用支出 

上虞日报社 1000 909 节约费用支出 

温岭日报社 1100 689 节约费用支出 

小计 24,400 20,944 / 

合计 32,250 28,477 / 

（二）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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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有限公司 50 0 0 0 注 

小计 50 0 0 /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0 0 8 0.01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50 0 0 0 

注 浙江至美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30 0 0 0 

浙江钱报有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 0 0 0 

小计 180 0 8 /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50 6 400 0.34  

杭州游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00 41 251 0.34  

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30 2 18 0.03  

成都边锋领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0 0 13 0.02  

海宁日报社 0 0 2 0.00  

浙江法制报社 30 2 2 0.00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0 0 13 0.02  

柯桥日报社 0 0 2 0.00  

成都川报峰趣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400 73 0 0  

东阳日报社 20 2 0 0  

永康日报社 20 2 0 0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 1 0 0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有限公司 50 0 0 0 注 

温岭日报社 0 0 2 0.00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0 0 3 0.00  

小计 950  129 706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600 85 747 0.98  

宁波网联网络有限公司 0 0 1 0.01  

浙江浙报理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0 0 12 0.02  

杭州游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00 135 2,653 16.61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600 65 435 2.72  

北京勇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0 4 0.03  

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  900 0 0 0 

注 
钱江报系有限公司  650 0 0 0 

浙江浙商传媒有限公司  50 0 0 0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有限公司  50 0 0 0 

杭州合有德峰投资有限公司 2,000 0 500 34.40  

富阳浙报农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30 0 0 0  

上海真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0 0 155 0.97  



浙江报业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 0 215 14.18  

永康日报社 0 0 43 0.06  

诸暨日报社 0 0 58 0.08  

上海华奥电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0 63 0.39  

小计 6,230 285 4,886 /  

向关联方

租出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15 0 21 0.03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 0 0 0  

海宁日报社 15 3 19 0.03  

东阳日报社 15 4 23 0.03  

瑞安日报社 20 4 24 0.04  

上虞日报社 15 0 13 0.02  

永康日报社 20 5 30 0.05  

诸暨日报社 30 8 45 0.07  

温岭日报社 15 0 10 0.02  

温州文创置业有限公司 10 0 5 0.01  

乐清日报社 20 12 69 0.10  

小计 185 36 259 /  

向关联方

租入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850 224 1,640 41.04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 0 34 0.85  

小计 900 224 1,674 /  

关联方 代

理的广告

分成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1,700 949 9,753 46.57  

海宁日报社 250 126 1,210 5.78  

东阳日报社 300 152 1,286 6.14  

温岭日报社 250 115 689 3.29  

乐清日报社 300 146 1,115 5.32  

瑞安日报社 200 130 947 4.52  

柯桥日报社 300 77 925 4.42  

上虞日报社 250 141 909 4.34  

永康日报社 300 170 1,299 6.20  

诸暨日报社 400 210 1,212 5.79  

浙江法制报社 350 118 1,599 7.63  

小计 4,600 2,334 20,944 /  

合计 13,095 3,008 28,477 /  

注：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售新闻传媒类资产，包括公司持有的浙江

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报系有限公司、浙江浙商传媒有限公司、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有限公司、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等 21家公司（含各子公司）股权，上述交易完

成后，预计 2017年上述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实际控制人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以下简称“浙报集团”）持有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报控股”）100%的股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浙报集团，法定代表人为高海浩，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宣传机关政策，促进机关

工作；主报出版、增项出版、相关印刷、相关发行、广告、新闻研究、新闻培训、

新闻业务交流。浙报集团举办单位为中共浙江省委，开办资金为97,770.39 万元，住

所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178 号，现持有浙江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

的事证第 133000000638 号《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浙报集团成立于2000年6月，前身是浙江日报社。《浙江日报》是中共浙江省委

机关报，于1949年5月9日在杭州创刊，是浙江省历史上第一张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出

版发行的党报。2000年6月25日，浙报集团挂牌成立。浙报集团以报业为主业，以《浙

江日报》为核心，同时负责营运《钱江晚报》系列、《浙商》杂志、浙江在线等媒

体。2001年以来，浙报集团坚持“以报为本、多元发展”的经营理念，取得了显著

业绩，已经跻身全国十大报业集团之一。 

 

（二）控股股东 

浙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46.93%

股权，是公司控股股东。 

浙报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高海浩，主要业务范围为实业投资、策划咨询、会展

服务，浙报控股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为40,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178 号。 

浙报控股成立于2002年8月20日，现为浙报集团全资子公司。按照中央及省委关

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2002年，浙报集团出资创立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浙

报控股前身），在国内率先尝试以报业集团和强势传媒群体为依托，统筹运营报业

经营性资产，确立了报业经营的独立法人地位。2009 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

公司”更名为“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报控股成为统筹运营传媒资产、

拓展产业空间的全新市场主体。 

 



（三）其他关联人 

序

号 
名称 住所 

注册资本

（万元） 

与本公司 

关系 

法定代

表人 
宗旨和业务范围 

1 乐清日报社 

浙江省乐清市乐成

镇伯乐东路  557 

号 

633 
同一实际 

控制人 
俞佳友 

宣传政策，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乐清日报》对外委托

发行、广告、印刷业务，开展新闻研究、

培训和业务交流 

2 瑞安日报社 
浙江省瑞安市安阳

新区安福路 
705 

同一实际 

控制人 
周小勇 

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宣传政策，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

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外委托发行、

广告、印刷业务，开展新闻研究、培训和

业务交流 

3 海宁日报社 
浙江省海宁市南苑

路388号 
465 

同一实际 

控制人 
周建国 

宣传政策、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海宁日报》对外委托

发行、广告、印刷业务，开展新闻研究、

培训和业务交流 

4 柯桥日报社 
浙江省绍兴县柯桥

群贤路 1001 号 
704.50 

同一实际 

控制人 
邹文伟 

宣传政策、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柯桥日报》对外委托

发行、广告、印刷业务，开展新闻研究、

培训和业务交流 

5 诸暨日报社 
浙江省诸暨市艮塔

东路 2 号 
1,192 

同一实际 

控制人 
石坚钢 

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编辑、出版、发行《诸暨日报》并

经营广告 

6 上虞日报社 

浙江省上虞市百官

街道恒利东四区26 

幢 

480 
同一实际 

控制人 
陈建华 

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主报出版、相关印刷、相关发行、

广告、新闻研究 

7 东阳日报社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

路 222 号 
1,013.20 

同一实际 

控制人 
赵志强 

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编辑、出版、发行《东阳日报》并

经营广告 

8 永康日报社 
浙江省永康市望春

东路 88 号 
407.47 

同一实际 

控制人 
胡高进 

宣传政策，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永康日报》对外委托

发行、广告、印刷业务，开展新闻研究、

培训和业务交流 

9 温岭日报社 
浙江省温岭市方城

路 91 号 
438.50 

同一实际 

控制人 
温浩杰 

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报纸出版；报纸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和发布 

10 
浙江法制报

社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区省府路11号 
635 

同一实际 

控制人 
周丹 

报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经济发展，

编辑、出版，发行《浙江法制报》，兼营

广告、排版 

11 

杭州富阳浙

报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

司 

富阳市东洲街道新

沙村 
200 

同一实际 

控制人 
褚定华 

水果、蔬菜、花卉种植，销售；家禽销售；

会展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 

12 红旗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 2,167.775 同一实际 蒋国兴 出版理论界编写的供干部学习理论的著



有限责任公

司 

北街2号 控制人 作和专题小册子；出版干部理论学习、辅

导和以资料为主的活页文选；出版有关宣

传、组织、纪律检查和学习党史方面的图

书、资料（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图书本版批发、零售（有效期至2022年04

月30日）；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与以上

业务相关的配套服务；会议服务；销售办

公用品；设计、制作、代理广告。（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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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浙江浙报理

想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914室 
1,500 

同一控股 

股东 
王瀛波 

会展服务，文化活动的策划，广告制作、

策划，环境设计制作，房屋租赁中介服务，

实业投资，计算机软件研发、技术转让，

文化创意咨询、培训、设计、代理服务，

餐饮管理，酒店管理，旅游开发管理，文

化用品、办公用品的销售 

14 
华数传媒网

络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六和

路368号1幢（北）6

楼E6064室 

150,000 

华数传媒

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控制的企

业 

王健儿 

经营增值电信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

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制

作、复制、发行广博电视节目（范围详见

《广博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一

般经营项目：经营广播、数字电视的信息

服务及相关技术服务，有线广播、电视网

络工程建设、维护管理服务，计算机、广

播电视网络设备、数字音频、视频产品、

电子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安装、销售，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15 

杭州游卡网

络技术有限

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

路1197号5幢142室 
26,030.8 联营企业 潘恩林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批

发、零售：玩具、文体用品，计算机软硬

件；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除演

出及演出中介）、图文设计、制作，文化

创意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

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 

16 

成都边锋领

沃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

道北段1480号1栋4

层 

2,708.653

4 
联营企业 刘兵 

网络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电子技术开发；

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玩具、文具用

品；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凭资质许可证

从事经营）；制作、代理广告；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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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成都川报峰

趣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

路二段70号1幢1单

元4层405室 

500 联营企业 钟岚 网络技术开发，网络技术咨询。 



18 
温州文创置

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乐成街道伯

乐东路 557 号 6 层

619-620室 

5,000 
同一控股 

股东 
王瀛波 

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代理、建筑工程设

计、室内外装潢、物业管理、文化创意和

设计服务。 

19 

上海真趣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真南

路4268号2幢J09室 
12.5 联营企业 蔡智 

网络信息科技、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

金融业务），软件设计开发，商务咨询，

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

广告，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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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 

杭州市转塘科技经

济区块16号8幢 
5,000 

董事担任

高级管理

人员的企

业 

张勇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

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

接入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

务），利用自有

alisoft.com;alisoft.cn;alisoft.com.cn;alicdn.

com;aliyun.com;uueasy.com;phpwind.com;

phpwind.net;qutao.com;yunos.com;yunos.c

n网站发布国内网络广告（涉及前置审批

项目的，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国

内广告，成年人的非文化教育培训、成年

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前置

审批的项目除外）；批发、零售：计算机

软硬件，电子产品（除专控），数码产品；

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览展示设计。 

21 

浙江钱报有

礼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号 
1,000 

同一控股 

股东 
徐根辉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酒类。（《食品流通许

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1月13日）。 电子

商务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各

类广告，初级食用农产品、花卉、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计算机数码产品、通讯器

材、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珠

宝首饰、钟表、礼品、化妆品、家具、装

饰材料、卫生洁具、陶瓷制品、工艺美术

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汽车配件、贵

金属（不含专控）、黄金制品的销售，酒

店管理，餐饮管理，旅游信息咨询服务，

健康管理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办班培

训），票务服务（不含航空票务）。 



22 

北京勇德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

路甲 28号B座 (二

层)02C室-075号 

500 联营企业 张仲伦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公共关系服务；

提供点子、创意服务；销售服装、鞋帽、

文化用品、玩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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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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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浙江日报新

闻发展有限

公司 

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号 
1,500 

同一控股 

股东 
方卫英 

图书报刊批发零售（有效期至2021年4月

20日）。 国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

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会展服务，

组织策划社会活动，办公用品、工艺礼品、

初级食用农产品、花卉、家用电器、电子

产品、数码产品、通讯器材、摄影器材、

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的销售，

培训服务，多媒体制作，网站开发，摄影

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健康管理服

务，票务服务（不含航空票务服务），房

产中介代理。 

24 
钱江报系有

限公司 

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号 
5,000 

同一控股 

股东 
何锋 

国内版（除港澳台）图书报刊批发零售（有

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止），经营增值电

信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

年4月25日）。 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各

类广告，实业投资，组织展览（不含涉外），

信息咨询服务（除期货、证券咨询），初

级食用农产品、花卉、家用电器、电子产

品、数码产品、通讯器材、日用百货、服

装鞋帽、针纺织品、珠宝首饰、钟表、礼

品、纸张、化妆品、家具、装饰材料、卫

生洁具、陶瓷制品、工艺美术品、文化用

品、体育用品、汽车配件、贵金属（不含

专控）、黄金制品的销售，酒店管理，餐

饮管理，培训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票务

服务（不含航空票务服务），文化传播策

划，文化、体育、艺术活动策划，婚介服

务（涉外婚介除外）。 

25 

浙江在线新

闻网站有限

公司 

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号浙报传媒大

厦裙楼3楼 

5,482.10 
同一控股 

股东 
张燕 

增值电信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内容详见《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互联网出版经营



（内容详见《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网

络文化经营（内容详见《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信息网络传播视听服务（内容

详见《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预包装食品的零售（凭许可证经营）。 计

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硬件的销

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

企业形象、市场营销的策划，会展服务，

旅游服务（不含旅行社），电脑图文设计，

动漫、工艺美术品设计；房产中介；商务

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摄影，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除演出中

介），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办公用品、

艺术品、收藏品（古董文物除外）批发零

售。 

26 

浙江至美包

装彩印有限

公司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桥南区块

鸿兴路328号 

2,000 
同一控股 

股东 
毛东明 

出版物、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凭

许可证经营）， 仓储服务，设备租赁，

纸张、纸浆、印刷物资、机械设备、工艺

品、字画（除文物）、办公用品、日用品、

家用电器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

销售，图文设计、制作、装订，代理、设

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会展服务，

从事进出口业务。 

27 

浙江《江南

游报》社有

限责任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体育

场路178号 
500 

同一控股 

股东 
江如文 

出版与发行《江南游报》。 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票务服务（不

含航空票务），会展服务，文化创意策划，

花卉、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计算机数码

产品、通讯器材、日用百货、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珠宝首饰、钟表、化妆品、家

具、装饰材料、卫生洁具、陶瓷制品、工

艺美术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汽车配

件、贵金属、黄金制品的销售，酒店管理，

餐饮管理，旅游信息咨询服务，健康管理

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28 

浙江新干线

传媒投资有

限公司 

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号浙报新闻大

楼内 

6000 
同一实际

控制人 
蒋国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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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浙江报业绿

城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杭州下城区体育场

路178号浙江日报

社413室、414室 

500 

控股股东

的联营企

业 

褚定华 
无 服务：物业管理、咨询，物业公司管

理软件开发****** 

30 
宁波网联网

络有限公司 

余姚市万达广场13

幢702 
230.7692 联营企业 徐岳 

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包含

新闻、教育、出版、医疗保健、药品和医

疗器械、文化和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等内容

的信息服务业务；含电子公告业务）；经



营性互联网文化服务；人才中介：开展人

才供求信息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

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等三项人才中

介服务业务。网页设计，软件开发，网络

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网站建设，网

络工程安装服务。房地产信息、社会经济

咨询的服务。 

31 

上海华奥电

竞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封周

路655号14幢913室

-5 

3,000 

联营企业

北京华奥

星空科技

发展有限

公司控制

的企业 

李庆 

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设计、制作、

代理各类广告，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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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浙江日报报

业集团印务

有限公司 

杭州市拱墅区祥符

镇祥园路38号 
10,000 

同一控股 

股东 
张雪南 

出版物、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 计

算机网络、光电系统的技术开发、服务、

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品），设备租赁，自有房屋

租赁，物业管理，印刷物资、书画（除文

物）的销售，摄影服务，图文的设计、制

作、装订。 

33 
浙江浙商传

媒有限公司 

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号 
600 

同一控股 

股东 
朱仁华 

报刊批发、零售；电视剧、电视专题、电

视综艺、动画故事的制作、复制、发行，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酒类。 经济

信息咨询，会展服务；设计、制作、发布、

代理国内各类广告，礼品销售，投资咨询、

投资管理。 

34 

杭州合有德

峰投资有限

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新华

路266号276室 
800 联营企业 唐健俊 

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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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经济信息咨询

（除商品中介），企业管理咨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行业政策要求，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报

系有限公司、浙江今日早报有限公司、浙江浙商传媒有限公司分别与浙报集团签订

了《授权经营协议》和《广告收入分成协议》；乐清日报有限公司、瑞安日报有限

公司、海宁日报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日报有限公司、诸暨日报有限公司、上虞日

报有限公司、东阳日报有限公司、永康日报有限公司、温岭日报有限公司和浙江法

制报报业有限公司分别与乐清日报社、瑞安日报社、海宁日报社、柯桥日报社、诸



暨日报社、上虞日报社、东阳日报社、永康日报社、温岭日报社和浙江法制报社签

订了《授权经营协议》和《广告收入分成协议》。详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分成单位 广告定额 采编定额 
广告分成 

比例 
备注 

1 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日报报业

集团 
0 0 38% 按广告收入分成

比例支付广告收

入分成款 2 钱江报系有限公司 
浙江日报报业

集团 
0 0 15% 

3 浙江今日早报有限公司[注] 
浙江日报报业

集团 
0 0 35% 

4 浙江浙商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日报报业

集团 
1,500.00 500.00 32% 当年度广告收入

不足广告定额的，

上述单位按采编

定额支付广告收

入分成款；若当年

度广告收入超广

告定额，除按采编

定额支付广告收

入分成款外，还要

按当年度广告收

入超出广告定额

部分的分成比例

支付广告分成款 

 

5 乐清日报有限公司 乐清日报社 1,600.00 930.00 40% 

6 瑞安日报有限公司 瑞安日报社 1,600.00 880.00 40% 

7 海宁日报有限公司 海宁日报社 1,600.00 800.00 40% 

8 绍兴市柯桥日报有限公司 柯桥日报社 2,000.00 980.00 40% 

9 诸暨日报有限公司 诸暨日报社 1,700.00 880.00 40% 

10 上虞日报有限公司 上虞日报社 1,300.00 730.00 40% 

11 东阳日报有限公司 东阳日报社 1,900.00 930.00 40% 

12 永康日报有限公司 永康日报社 2,000.00 880.00 40% 

13 温岭日报有限公司 温岭日报社 1,300.00 730.00 40% 

14 浙江法制报报业有限公司 浙江法制报社 1,900.00 1060.00 40% 

[注]：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解除浙江今日早报有限公司<

授权经营协议>及<广告收入分成协议>的议案》，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浙报集团和浙江今日早

报有限公司终止上述协议，对应关联交易相应解除。 

除广告分成以外，其他日常关联交易属正常经营业务往来，定价以市场公允价

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原则，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浙报集团之间发生的因采编与经营

“两分开”形成的广告分成，此外还包括房屋租赁、销售和购买商品、提供和接受

劳务形成的其他关联交易。 

上市以来，公司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转型，浙报集团置入公司的报刊经营性资产

已发展成为包括 21 家子公司的新闻传媒类资产，而随着近年来媒体行业的深刻变



革，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进一步梳理媒体产业和互联网文化产业的分

类管理、分类改革，以及更好地聚焦数字娱乐和大数据优势产业，优化业务结构，

公司分别于 2017年 2 月 23日、3月 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将所持有的上述新

闻传媒类资产共 21家子公司股权出售给控股股东浙报控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浙

报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大幅降低，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与浙报集团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尽量减少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特此公告。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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