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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极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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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5月 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 5-12月份关联交易的议案》，提请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审议通过。审议内容

为：预计公司为关联方九一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提供劳务，交易金额为

100,000.00 元。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2月 2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19 年 5-12 月份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提请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审

议通过。审议内容为：九一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为加强广告宣传提升品牌影

响力，增加了服务项，新增 2019 年 5-12 月的日常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 1,668，

000.00 元，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况。 

因九一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红色盛景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小红唇（北

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加强广告宣传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加了服务项，以及公司委托

先智创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项目的原因，本次需新增预计 2019年 5-12月日常

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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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

料、燃料

和动力、

接受劳务 

              

出 售 产

品、商品、

提供劳务 

 

广告宣传收

入 

1,768,0

00.00 

2,688,0

00.00 

920,000

.00 

2,688,00

0.00 

1,296,0

00.00 

为加强广告宣 

传提升品牌影 

响力，增加了服 

务项 

委托关联

人销售产

品、商品 

              

接受关联

人委托代

为销售其

产品、商

品 

              

其他 
委托研发项

目 
0.00 

100,000

.00 

100,000

.00 

100,000.

00 

100,000

.00 
 

合计 - 
1,768,0

00.00 

2,788,0

00.00 

1,020,0

00.00 

2,788,00

0.00 

1,396,0

00.00 
  

注：上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2018年 5-12月实际发生的金额 

 

（二） 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九一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 32 号院 3 号楼 9 层 913 室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 32 号院 3 号楼 9 层 913 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泽玮 

实际控制人：许泽玮  

注册资本：5438.270211 万 

主营业务：金融信息服务（未经前置许可不得开展金融业务）；资产管理；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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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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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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许泽玮控制的企业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红色盛景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延庆区中关村延庆园风谷四路 8 号院 27 号楼 1671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区中关村延庆园风谷四路 8 号院 27 号楼 167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洋 

实际控制人：许泽玮  

注册资本：100 万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教育咨询；会

议服务；餐饮管理；酒店管理；公园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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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泽玮控股的九一先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3）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小红唇（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 12 号楼 6 层 603 内 608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 12 号楼 6 层 603 内 60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吴易劼 

实际控制人：姜志熹  

注册资本：300 万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产品设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市场调查；软件开发；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电脑图文设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五金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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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电子产品、建材（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文具用品、照相器

材、化妆品、箱包、厨房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

服装鞋帽、日用品、家具（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珠宝首饰、饲料、新鲜水果、新鲜

蔬菜、工艺品、玩具、汽车配件、仪器仪表、花卉、通讯设备、家用电器、医疗器械 II

类；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食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 III 类；从事互联网文

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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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食品、

保健食品、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医疗器械 III 类以及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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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本公司股东德智投资的合伙人姜志熹控制的企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4）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先智创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玉廊西园 9 号楼 901-1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玉廊西园 9 号楼 901-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许泽玮 

实际控制人：许泽玮  

注册资本：6000 万 

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设计、代理、

发布广告;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

系统集成;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  

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许泽玮控制的企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 交易内容和金额 

（1）公司为关联企业九一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提供广告宣传服务，根

据实际发生情况进行结算。2019年 5-12月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为 176.8万元，因

为九一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为加强广告宣传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加了服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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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12 月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为 52.2万元。  

（2）公司为关联企业红色盛景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提供广告宣传服务，根据

实际发生情况进行结算。2019年 5-12月提供广告宣传服务金额为 27万元。 

（3）公司为关联企业小红唇（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广告宣传服务，根据

实际发生情况进行结算。2019年 5-12月提供广告宣传服务金额为 12.8万元。 

（4）公司向关联企业先智创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研发项目，根据实际发

生情况进行结算，2019年委托研发项目的服务金额为 10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4月 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进

行审议并通过，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关联董事许泽玮、

韩冰天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

确定的，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

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为关联企业九一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红色盛景教育咨询(北京)有

限公司、小红唇（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广告宣传服务，交易金额分别为 52.2

万元、27 万元、12.8 万元，相关服务协议均在 2019 年广告服务前进行签订。 

因公司发展及经营需要，2019 年公司委托关联公司先智创科（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项目，研发费用金额共计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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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对于公司的经营是必要的，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

则，提升公司宣传服务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极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上海极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