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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卡司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方追认 

（一）追认关联方列表如下 

关联方 与本公司关系 

深圳前海艺文雅叙文创科技

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岩持股 95%并担任该公司的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深圳市南山区尚逸服装店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岩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银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2020 年 1月 21日辞任卡司通董

事，下同）间接控制并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银橙（上海）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间接控制并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新疆新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间接控制的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注销 

上海新准广告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间接控制的公司 

卢氏新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间接控制并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卢氏银湖实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间接控制并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绍兴新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间接控制的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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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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思盛阳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间接控制的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注销 

乐橙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间接控制并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云南励图瑞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间接控制并担任该公司董事、总

经理 

上海哈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直接控制并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海游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上海朴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担任该公司的监事 

深圳乐橙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安徽皖游通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董事隋恒举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湖北德简绿展览展示股份有

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副总经理胡兵林（2017 年 7月 17日辞任卡司

通副总经理）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深圳市中鸿赋实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监事会主席罗剑（2019 年 11月 8日辞任卡司

通监事会主席，下同）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深圳市中泽赋实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前任监事会主席罗剑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深圳市万联亿通科技有限公

司 

本公司副董事长张洲曾持股 21%并担任该公司的监事，已

于 2018年 5月退出并辞任 

湖南胜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监事杨欣之兄直接控制并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深圳市捷翔广告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唐柱之妹担任该公司的监事 

深圳领先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唐柱之妹直接控制并担任该公司

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高博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唐柱之妻直接控制并担任该公司

的监事 

 

（二）追认关联方情况说明 

根据 2020 年 1 月股转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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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信息披露规则》，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将上述法人追认为

公司的关联方，并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1-6 月与上述关联方

发生的交易予以追认。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前海艺文雅叙文创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深圳前海艺文雅叙文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岩 

实际控制人：张岩 

营业范围：会议展览服务；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

理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企业形象策划；文化活动策划；

礼仪服务、会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策划；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文

化用品、体育用品、珠宝首饰、金银首饰、钻石首饰、雕刻工艺品、花画工艺品、

织制工艺品的销售；男士服装、女士服装、童装、围巾、头巾、手套、袜子、皮

带、领带、领结、领带夹及饰物、胸针的销售；鞋、帽、床上用纺织品、室内装

饰用纺织品、纺织品的销售；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与销售；信息系

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信息技术咨询；集成电路设计及研发；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时间：2017年 11月 10日 

（二）深圳市南山区尚逸服装店 

名称：深圳市南山区尚逸服装店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东滨路 4287号一号楼服装批发城 2010号 

企业类型：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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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岩 

实际控制人：张岩 

营业范围：服装批发零售。 

注册资本：2万元 

成立时间：2016年 6月 14日 

（三）银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银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望园南路 1288弄 80号 190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隋恒举 

实际控制人：上海银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投资信息咨询，法律咨询，展览展示

服务，会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

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

金融业务），自有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

服饰及辅料、鞋帽、家居用品、工艺礼品、化妆品、珠宝首饰、文具用品、办公

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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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5年 6月 5日 

（四）银橙（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银橙（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南奉公路 3878号 8幢 203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隋恒举 

实际控制人：上海银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广告设计、代

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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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服务；日用百货批发；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礼品花卉零售；办公设备批

发；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五金产品批发；五金

产品零售；塑料制品批发；新型陶瓷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零售；服装服饰批

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针纺织品批发；针纺织品零售；箱包

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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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3,700万元 

成立时间：2008年 4月 11日 

（五）新疆新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新疆新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总部经济区陕西大厦 5 层 13

号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许敏 

实际控制人：银橙（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智能技

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工程;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各类广告;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时间：2018年 4月 27日 

（六）上海新准广告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新准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邬桥社区安东路 118号 7 幢 21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宇 

实际控制人：上海银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展览展示服务，公关活动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动漫设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日

用百货、电子产品、床上用品、化妆品、玩具 、工艺品的批发、零售，食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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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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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3年 11月 29日 

（七）卢氏新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卢氏新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卢氏县东明镇石龙头村产业集聚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隋恒举 

实际控制人：上海银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展览展示服务，礼仪服务；公关活动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动漫设计；商务信息咨询（除证券、

期货、金融信息外）；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 7月 16日 

（八）卢氏银湖实业有限公司 

名称：卢氏银湖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卢氏县东明镇石龙头村产业集聚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隋恒举 

实际控制人：上海银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展览展示服务，礼仪服务；公关活动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动漫设计；商务信息咨询（除证券、

期货、金融信息外）；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办

公设备、家居用品、标示标牌、针纺织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

箱包、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 7月 16日 



公告编号：2020-054 

（九）绍兴新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绍兴新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 e 游小镇门户客厅 2 号楼 110 办公室

14号工位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建平 

实际控制人：上海银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展览展示服务;礼仪服务;公关活动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动漫设计;商务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金

融信息外);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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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 3月 27日 

（十）北京凯思盛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名称：北京凯思盛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38号院 3号楼 18层 2116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阎瑄 

实际控制人：上海银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技术推广服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策划；公关关系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

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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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4年 7月 20日 

（十一）乐橙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乐橙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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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望园南路 1288弄 80号 190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隋恒举 

实际控制人：上海银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从事互联网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信息科技、通讯科技、电子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商务（不得从事

金融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电子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

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电子产品、电子元

器件的制造、加工（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自动售货机及配件、

娱乐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的安装、维修、批发、零售，自有

设备租赁，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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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5年 6月 5日 

（十二）云南励图瑞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云南励图瑞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苍山西镇兴盛街上段上街村综

合楼一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恒芳 

实际控制人：上海银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工业大麻等种植物生物技术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工业大麻的种植与加工（按照取得的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

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的核准开展经营活动）；大麻叶提取物和 CBD精细萃取加工

及化妆品、日用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的批发零售等食品加工与销售；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工业大麻籽种的科学研究、选育与销售）；麻类育种和繁

育；产品研发；麻类特殊纺织品及混泥土制品等产品开发生产；生物技术、基因

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服务及技术转让；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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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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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 11月 12日 

（十三）上海哈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哈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邬桥社区安东路 118号 7 幢 21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隋恒举 

实际控制人：隋恒举 

营业范围：从事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计算机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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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万元 

成立时间：2013年 11月 27日 

（十四）上海游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游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南奉公路 3878号 5幢 20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隋恒举 

实际控制人：王宇 

营业范围：企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

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市场营销策划，文

化艺术交流策划，会务服务，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日用百货、工艺礼品、针

纺织品、服装服饰、鞋帽、家居用品、化妆品、布艺制品、玩具、文具用品、体

育用品、办公用品、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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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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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07年 12月 21日 

（十五）上海朴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朴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东街 265号 10幢 1188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宇 

实际控制人：王宇 

营业范围：从事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计算机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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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万元 

成立时间：2017年 12月 6日 

（十六）深圳乐橙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深圳乐橙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软件产业基地 5栋 D座 1002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隋恒举 

实际控制人：乐橙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互联网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信息科技、电子科技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经营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通信工程、网络工

程、计算机软件系统集成；为餐饮企业提供服务管理（不含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健康养生管理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心理咨询）；

清洁服务；办公设备、家用电器上门维修；从事广告业务，图文设计，动漫设计，

工业产品设计，翻译服务、会务策划、展览展示策划、摄影服务（除冲扩）、礼

仪策划；企业营销（形象）策划、文化活动策划；票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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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咨询（不得从事旅行社业务）；

饮料零售；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工程设计 

注册资本：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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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17年 5月 11日 

（十七）安徽皖游通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安徽皖游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H2楼 407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隋恒举 

实际控制人：乐橙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互联网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信息科技、电子科技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电子转让；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通信工程、

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企业管理、餐饮企业管理（不含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旅游咨询（不得从事旅行社业务）、健康咨询（不得

从事诊疗活动、心理咨询）；成品饮料零售；物业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办公

设备、家用电器维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图文设计制作，动漫

设计，产品设计，室内装饰工程设计；翻译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摄

影服务（除冲扩）、礼仪服务；公关活动组织策划、企业营销（形象）策划、文

化艺术交流策划；票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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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6年 9月 22日 

（十八）湖北德简绿展览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湖北德简绿展览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镇祝垴村四组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胡兵林 

实际控制人：胡兵林 

营业范围：展览器材研发、生产、销售；展览、展示设计与策划；广告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房屋租赁、场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

租赁、汽车租赁、农业机械租赁、其他机械与设备租赁；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电子产品、展览展具、工艺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装修装饰材料（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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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室内装饰饰面工程、配套陈

设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及暖通工程、环境园林的设计；建筑工程、建筑装饰

工程、景观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安防工程、土石方工程、钢结构工程、水

电安装工程施工；环保设备、金属材料、木材及制品、防水材料、机电设备、花

卉盆景、水泵阀门、流体控制成套设备及配件销售；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危

险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7年 8月 14日 

（十九）深圳市中鸿赋实业有限公司 

名称：深圳市中鸿赋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南山大道 3003-4号久商大厦 506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罗剑 

实际控制人：罗剑 

营业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

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电子产品、手机及配件、数码产品、电子元

器件、通讯产品、安防设备、机械设备、五金制品、塑胶制品、家用电器、玻璃

制品、保护膜、纸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LED产品的研发与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工程安

装与维修服务;安防工程；楼宇对讲工程；弱电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建筑模板

工程施工安装；建筑工程劳务分包。 

注册资本：50万元 

成立时间：2017年 11月 21日 

（二十）深圳市中泽赋实业有限公司 

名称：深圳市中泽赋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梅东二路 9号银海苑 2栋 101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剑 

实际控制人：罗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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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

询;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电子产品、手机及配件、数码产品、电子

元器件、通讯产品、安防设备、机械设备、五金制品、塑胶制品、家用电器、玻

璃制品、保护膜、纸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LED产品的研发与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注册资本：1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 10月 9日 

（二十一）深圳市万联亿通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深圳市万联亿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B4 栋 518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志山 

实际控制人：梁志山 

营业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设备的销售；国内贸易；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会议策划；市场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管理培训；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劳务分包。（以上均不含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计算机软件系统的技术开

发、咨询、培训；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 

注册资本：100万元 

成立时间：2007年 3月 7日 

（二十二）湖南胜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湖南胜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 1191 号才子佳苑 H栋 303 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胜 

实际控制人：杨胜 

营业范围：集邮品、文化用品、珠宝、文化艺术收藏品、白银制品、钱币收

藏品的销售；黄金制品、贵金属制品的批发；百货的零售。（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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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时间：2015年 1月 7日 

（二十三）深圳市捷翔广告有限公司 

名称：深圳市捷翔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富康商业广场 3栋 3层-4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付伟 

实际控制人：付伟 

营业范围：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

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企业形象策划、礼仪策划、展览展示策划；数

码喷绘设计，数码喷绘制作，广告材料、包装材料的销售；国内贸易。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0年 7月 2日 

（二十四）深圳领先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名称：深圳领先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油松第十工业区富康商业广场 D栋 3楼整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丽 

实际控制人：唐丽 

营业范围：从事广告业务；电脑图文设计；广告招牌工程的设计、施工；品

牌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策划；文化活动策划；礼

仪策划；视觉艺术设计；文化艺术品、广告材料、包装材料的销售；国内贸易。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 

注册资本：100万元 

成立时间：2016年 5月 18日 

（二十五）高博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名称：高博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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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海天一路 11号、13号、15号、海天

二路 14 号、海天二路 16号软件产业基地 5栋 E6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晓斌 

实际控制人：白晗 

营业范围：展览服务；会务服务；品牌策划；会务策划；装饰工程设计；从

事广告业务；经营电子商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文化活动策划。 

注册资本：1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 6月 26日 

 

三、关联交易概述 

新追认的关联方 2017年至 2020 年 1-6月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湖北德简绿展览展

示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

方服务 
- 4,467,313.57 5,057,898.87 4,214,446.77 

深圳市捷翔广告有

限公司 

接受关联

方服务 
- 51,840.00 - 401,441.00 

深圳领先时代传媒

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

方服务 
- 93,542.00 - - 

深圳市万联亿通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关联

方商品 
- - - 91,500.00 

高博展览（深圳）有

限公司 

租赁我公

司房产 
322,100.16 - -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上述交易定价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上述交易是由行业特性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求决定的，有

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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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的上述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持续经营无不利影响。 

公司将继续规范关联交易，减少不必要关联交易；对于必要的关联交易，公

司日后将严格依照《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公司将及时向主办

券商报告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市卡司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卡司通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