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2018-005 

证券代码：837217        证券简称：江南传媒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8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8 年 2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了《关于预计 2018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张康松、徐茂明、李俊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不足 3 人，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成员仅对议案相关事项进行讨论，

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预计日常性关联性交易基本情况 

序号 关联人 交易对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发生金额 

1 扬州日报社 本公司 纸媒代理费 2500 万元以内 

2 扬州日报社 本公司 新媒体代理费 600 万元以内 

3 扬州日报社 本公司 房租 86.88万元以内 

4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乐程特色

小镇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车辆租赁服务费 100 万元以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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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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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扬州报业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本公司 托管费 30 万元以内 

6 

扬州新闻网传媒有

限公司 

本公司 托管费 200 万元以内 

7 

扬州日报印刷有限

责任公司 

本公司 印刷服务费 300 万元以内 

8 

扬州印得高数码图

文有限公司 

本公司 制作费 300 万元以内 

9 

扬州市邗江区国鑫

农村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司 广告宣传费 500 万元以内 

10 

扬州报业传媒发行

投递有限公司 

本公司 投递费 30 万元以内 

11 

扬州市歌舞剧院有

限公司 

扬州艺祥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人员费、舞台费 300 万元以内 

（三） 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

/名称 

注册资本 住所 

企业类型 

（如适用） 

法定代表人

（如适用） 

主营业务 

扬州日报社 不适用 

扬州市文汇

东路 231 号 

事业单位法人 李继业 

主报出版；增项出版；

相关印刷；相关发行；

广告；新闻研究、培训、

业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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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报业传

媒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5469.502054 万 

扬州市文汇

东路 231 号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李继业 

在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经

营国有资产并承担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业务；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

国内广告；房地产销售

代理；网上销售食品、

日用品；物业服务；水

电费代缴代收；房屋租

赁；投资顾问；会展服

务；实业投资；经济、

文化信息咨询；素质训

练。 

扬州报业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100 万 

扬州市文昌

西路 525 号 

有限责任公司 吴忠俊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咨询服务；组织策划大

型活动、会议及展览布

置、礼仪服务；发布国

内各类广告；文化用品、

艺术品销售。 

扬州新闻网

传媒有限公

司 

1000 万 

扬州市文汇

东路 231 号 

有限责任公司 王岚峰 

互联网报纸、互联网音

像出版物、手机出版物

出版；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因特网信息服

务业务；互联网视听节

目服务；软件开发、信

息系统集成、信息技术

咨询、数字内容服务；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扬州日报印

刷有限责任

公司 

1377 万 

扬州文汇东

路 231 号 

有限责任公司 薛青 

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

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

品印刷；设计印刷品广

告；广告耗材销售；广

告牌设计制作；广告牌

安装；展台搭建；大型

活动组织策划；会议及

展览展示服务；图文设

计；平面设计；晒图；

喷绘写真；标识标牌制

作；亮化工程施工。 

扬州印得高

数码图文有

限公司 

300 万 

扬州市经济

开发区文汇

东路 231 号 5

幢 

有限责任公司 薛青 

以数字印刷方式从事出

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

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

广告耗材销售；广告牌

设计制作；广告牌安装；

展台搭建；大型活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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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策划；会议及展览展

示服务；图文设计；平

面设计；打字；复印；

晒图；喷绘写真；标识

标牌制作；亮化工程施

工；设计国内各类广告；

制作国内各类广告；代

理国内各类广告；发布

国内各类广告。 

扬州市邗江

区国鑫农村

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 

25000 万 

扬州邗江北

路 270 号

6-102 

股份有限公司 任勇 

面向“三农”发放贷款、

提供融资性担保、开展

金融机构业务代理、对

外投资以及经过监管部

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扬州报业传

媒发行投递

有限公司 

500 万 

扬州文汇东

路 231 号 

有限责任公司 潘虹 

书报刊杂志的投送；报

纸配送；票务代理；会

展服务；废旧报刊杂志

回收；社会经济信息咨

询服务；普通货物道路

运输；食品销售、餐饮

服务；家政服务；日用

品百货销售；服装鞋帽

销售。 

扬州市歌舞

剧院有限公

司 

300 万 

扬州市兴城

路 1 号-1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王鹭声 

歌舞演出；艺术服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因特网信息服务业

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

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

交易处理业务，电影放

映。非教育、非职业技

能的艺术培训；舞台搭

建、灯光、音响、舞美、

视频制作、设计、安装；

演艺策划；文化艺术交

流；舞台灯光、音响、

舞美设备租赁、销售；

录音服务；乐器销售；

演出服装设计、制作、

租赁、销售；建筑智能

化工程设计与施工；文

化创意，企业形象宣传

策划、咨询；承接会议

服务。 

扬州乐程特 1000 万 扬州市蜀冈 有限责任公司 廖礼庆 旅游景区开发、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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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小镇旅游

发展有限公

司 

—瘦西湖风

景名胜区玉

器街 1号 

运营管理；旅游项目策

划、推广；园林规划、

设计及施工；工艺品研

发、制造、销售；旅游

纪念品开发、销售；园

林绿化；公路汽车客运；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城

市出租车客运；机动车

修理；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国内旅游业务、入

境旅游业务；汽车租赁；

汽车技术服务、技术检

测；汽配物资销售；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

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组织策划；设计、制作、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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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艺祥文

化发展有限

公司 

1000 万 

扬州市邗江

区文昌西路

525 号报业集

团大厦 4 层 

有限责任公司 张康松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

划；演出经纪；文化信

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旅游纪念品销售；

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各类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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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1.扬州日报社是公司控股股东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的唯一股东，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55%。 

3、扬州报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扬州报业传媒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4. 扬州新闻网传媒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扬州报业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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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扬州日报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扬州报业传媒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扬州印得高数码图文有限公司是扬州日报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7.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股份，扬州日报社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之一；姜群持有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2%股

份；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55%，扬州日报社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姜群及其一致行动人王燕持有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的

股份。 

8.扬州报业传媒发行投递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扬州报业传

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公司与扬州市歌舞剧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扬州艺祥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51%，扬州市歌舞剧院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49%。 

10. 公司与江苏奥特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扬州

乐程特色小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51%，江苏

奥特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9%。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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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与扬州日报社签署了《扬州日报社广告代理合同》，公司

独家代理《扬州日报》、《扬州晚报》、《扬州时报》报纸广告创意、撰

文、设计、输出、发布，代理期限 10 年，自 2015 年 1 月 1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按当年实际发生报纸版面广

告业务收入的 35%向扬州日报社支付广告代理费，代理费比例一定三

年不变。 

2. 公司与扬州日报社签订“公众平台广告代理合同”，独家代理

扬州日报社旗下扬州日报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YZDdaily）、扬州

晚报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yangzhouwanbao）、扬州时报微信公众

平台（微信号：yangzhoushibao）、扬州发布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

yangzhou-fabu）、扬州广场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yzsquare）以及

APP“扬州发布”等新媒体商业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等相关业

务的经营权，同时授予公司在经营上述业务时可以使用扬州日报社所

属媒体的名称、商标、商号和商誉等相关权利。代理期限 3 年，自

2016 年 9 月 5 日至 2019 年 9 月 4 日止，代理费按照公众平台收入的

20%向扬州日报社支付广告代理费，代理期限内代理费比例不变。 

3.公司与扬州日报社签署了《租赁合同》，公司租赁扬州文昌西

路 525 号扬州报业集团大厦 3-4 层，建筑面积 2000 ㎡，租赁期限

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租赁期前三年租金为

75 万元，自 2016 年 1 月起，每年递增 5%。预计 2018 年度租赁金额

在 86.88 万元以内。 

4.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乐程特色小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与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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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车辆租赁服务合同》，

由扬州乐程特色小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向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车辆租赁服务，预计 2018 年度车辆租赁服务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5.公司与扬州报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署了《广告托管经营合

同》，托管扬州报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广告业务，并负责经营范围

中涉及的全部广告业务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托管经营期

限为 3 年，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止，托管费

按当年度托管广告收入的 35%计算。 

6.公司与扬州新闻网传媒有限公司签署了《广告托管经营合同》，

托管扬州新闻网传媒有限公司的广告业务，并负责经营范围中涉及的

全部广告业务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托管经营期限为 3 年，

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止，托管费按当年度托

管广告收入的 35%计算。 

7.为更好的满足户外广告客户的需求，公司与扬州日报印刷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了《广告印刷合同》，由其向公司提供部分户外广告印

刷服务，预计 2018 年向其采购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8.为更好的满足户外广告客户的需求，公司与扬州印得高数码图

文有限公司（扬州日报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了《广告

印刷合同》，由其向公司提供部分户外广告印刷服务，预计 2018 年向

其采购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9.公司关联方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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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2018 年度在我公司相关媒体平台进行广告宣传，预计全年发生金

额不超过 500 万元。 

10.为更好发展公司业务，公司与扬州报业传媒发行投递有限公

司签署了《投递业务合同》，预计 2018 年度发生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 

11. 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艺翔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其联营方扬

州市歌舞剧院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预计 2018 年向其支付舞台

剧演出的人员成本及舞台费用，全年发生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四、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遵循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允的。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诉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二）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有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公司独立性不会产生

不利的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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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