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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以委托贷款方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拨付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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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财政部下发的《加强企业财务信息管理暂行规定》（财企[2012]23
号）和《关于加强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财文
资[2015]7 号）文件规定：“中央文化企业集团母公司将资本性财政性资金拨付
所属全资或控股法人企业使用的，应当作为股权投资。母公司所属控股法人企业
暂无增资扩股计划的，列作委托贷款，与母公司签订协议。”公司拟接受控股股
东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的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资金 5600.00 万元（其中 2600 万是新增拨付资金， 3000 万是已拨付
资金的续贷）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出版集团拟将 2017 年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
金 2000 万元及 2018 年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600 万元拨付给公司
下属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传媒”），用于数字传媒“中版
动漫传播平台”项目建设。资金将以逐级增资的方式下拨。因公司暂无增资扩股
计划，出版集团将以委托贷款的形式，通过具备资质的商业银行向公司发放，再
由公司向数字传媒进行增资。贷款期限为 3 年，贷款利率为 1.50%。贷款执行期
间，可提前偿还。
（2）公司控股股东出版集团以委托贷款形式于 2018 年 6 月向公司下属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故事 IP 运营平台”项目拨付了 2017 年中央
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3000 万元，该笔贷款将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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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拟在该笔委托贷款到期归还本息后，继续接受控股股东出版集团重新以委托
贷款方式将上述资金拨付给公司，贷款期限为 3 年，贷款利率为 1.50%。贷款执
行期间，可提前偿还。
2、出版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以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名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02879Y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谭跃
注册资本：114235.36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 55 号
经营范围：组织所属单位出版物的出版（含合作出版、版权贸易）、发行（含
总发行、批发、零售以及连锁经营、展览）、印刷、复制、进出口相关业务；经
营、管理所属单位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含国有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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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1,385,957,098 股，持股比例为
76.05%，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122,795.61 万元，
净资产为 1,300,034.48 万元，2018 年营业总收入为 1,086,034.38 万元，净利
润为 74,710.53 万元。
2、关联方单位名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4000094936
法定代表人：刘国辉
成立日期：1990 年 01 月 08 日
注册资本： 17755.9916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经营范围：以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为主要对象，编辑出版各类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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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全书、地方志及其它工具书，以及各学科和知识门类的学术著作及具有较高使
用价值的知识性图书和学术专业地图（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版图书、
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本版总发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04 月 30 日）；出
版《丝路百科》（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父母课堂》（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城镇建设》（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从事互联网文化
活动；经营电信业务；进出口业务；承办激光照排业务；承办图片广告的设计制
作和装璜设计制作业务；利用《丝路百科》、
《城镇建设》、
《父母课堂》杂志及年
鉴类图书发布广告；日用百货零售；图书、期刊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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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86871.14 万元，净资产为 30214.45 万元，2018 年营业总收入为 23464.64 万元，
净利润为 973.62 万元。
3、关联方单位名称：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396F
法定代表人： 赖雪梅
成立日期：2008 年 04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4439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楼 B-0204 房间
经营范围： 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音像、网络电子出版、网络学术、
网络文学、网络教育出版、手机出版；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图书、期刊、电子出
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网上销售；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的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信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发布；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化、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印刷物资、工艺美术品的销
售；承办会议、展览、展销；文化艺术交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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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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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关联关系：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9100.78
万元，净资产为 5199.20 万元，2018 年营业总收入为 7141.55 万元，净利润为
372.70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接受出版集团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5600.00
万元（其中 2600.00 万是新增拨付资金， 3000.00 万是已拨付资金的续贷），并
签订委托贷款合同，贷款利率为 1.5%，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贷款期
限为 3 年（到期可展期）。本次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入下：
1、3 笔委托贷款金额：3000.00 万元、2000.00 万元、600.00 万元
2、委托贷款利率：1.5%
3、资金主要用途：
“中国故事 IP 运营平台”项目建设、
“中版动漫传播平台”
项目建设
4、委托贷款期限：3 年（到期可展期）
四、该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接受出版集团以委托贷款方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付给公司的
关联交易，按照财政部下发的相关规定执行。有利于相关项目的顺利实施，提升
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增强公司的整体业务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不存
在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以及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以委托贷款方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付给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以委托贷款方
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付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接受控股
股东以委托贷款方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付给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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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上述关联委托贷款情况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
要的沟通，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对于本次关联交易事宜，公司独立董事
认为：公司接受出版集团以委托贷款的方式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有利于
公司的战略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同时，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的情形。同意以上关联交易，并签订委托贷款合同。
七、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
以委托贷款方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付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借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支持来推进公司项目的
实施，有利于推动公司的发展。以上委托贷款的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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