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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人民币 35,0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风行”）

进行增资。增资价格参照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申威评报字[2019]第

2057 号评估报告确定的北京风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159,3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北京风行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8,287,004.30 元增

加至人民币 34,501,977.00 元，公司将持有其 66.80%的股权。 

2、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因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系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上的股东，且为北京风行的股东，故本次增资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史支焱因在东方明珠担任高级副总裁，回避了表决；董事

长顾伟因在北京风行担任董事长一职，出于谨慎性原则，亦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

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增资金额为35,000万元，

北京风行的原股东北京汇海天韵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罗江春、唐珂以及关联方东方

明珠放弃优先认购权，本次交易不属于重大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增资事项尚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上市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57 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军 

注册资本：343273.0102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114836 

主营业务：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委托加工、销售、维

修、测试及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研究、开发、设计、建设、管理、

维护多媒体互动网络系统及应用平台，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网络工程、

通讯、机电工程设备、多媒体科技、文化广播影视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

广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

计，文化广播电视工程设计与施工，机电工程承包及设计施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会展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文化用品、珠宝首饰、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建筑

装潢材料批发与零售，自有房产租赁，电视塔设施租赁，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商

务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广播电视传播服务，电信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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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东方明珠系上市公司，其控股股东为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 45.15%的股权，其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四）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规定，故东方明珠系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809712370 

成立日期：2005 年 9 月 28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 号锦秋国际大厦 B 区 1201A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28,287,004.30 元人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推广;基础软

件服务;销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自行开发的产品、日

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化妆品、服装鞋帽;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

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3

月 18 日);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第二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中的第四项、网络剧(片)

类视听节目的制作、播出服务;第五项:电影、电视剧类视听节目的汇集、播出服务;

第六项: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的汇集、播出服务)(信

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2 月 13 日);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

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6 月 26 日);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演出剧(节)目、表

演,从事网络文化产品的展览、比赛活动,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网络文

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7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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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北京风行 59.50%股权、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北京风行 19.76%股权、罗江春先生持有北京风行 11.38%股权，唐珂先生持有北京



风行 5.86%股权，北京汇海天韵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风行 3.50%股权。前述

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亦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638,206,963.37 1,103,949,782.10 

营业利润 21,308,066.79 -84,736,719.27 

净利润 24,457,820.02 -89,398,74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11,193.40 42,449,074.95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53,894,854.07 1,729,297,768.89 

负债总额 1,943,500,693.07 1,943,361,427.91 

应收款项 271,441,904.96 327,419,609.41 

净资产 -189,605,839.00 -214,063,659.0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注：1、以上 2018 年度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

深审[2019]570 号《审计报告》；2019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 

参照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18 年 12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沪

申威评报字[2019]第 2057 号评估报告确定本次的增资价格。经评估，北京风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159,300.00 万元。 

增资后，北京风行的注册资本由 28,287,004.30 元增加至人民币 34,501,977.00

元，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增资前 本次 

投资金额 

（元） 

增资后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元） 

持股比

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元） 

持股 

比例 

深圳市兆驰股

份有限公司 
16,830,767.56 59.50% 6,214,972.70 

深圳市兆驰股

份有限公司 
23,045,740.26 66.80% 



东方明珠新媒

体股份有限公

司 

5,589,354.83 19.76% 0.00 

东方明珠新媒

体股份有限公

司 

5,589,354.83 16.20% 

罗江春 3,219,237.33 11.38% 0.00 罗江春 3,219,237.33 9.33% 

唐柯 1,657,599.43 5.86% 0.00 唐柯 1,657,599.43 4.80% 

北京汇海天韵

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990,045.15 3.50% 0.00 

北京汇海天韵

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990,045.15 2.87% 

合计 28,287,004.30 100% 6,214,972.70 合计 34,501,977.00 100%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投资双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京风行是国内著名的互联网视频服务运营平台之一，同时是公司家庭娱乐生

态领域中液晶电视业务的互联网运营平台，作为全球首款网络下载与播放同步的视

频软件开发者，北京风行多年来致力于为用户提供电影、电视剧、动漫、综艺、体

育等长短视频的内容服务。公司本次对其进行增资，旨在通过提升北京风行的资本

实力，增强其自身运营能力及经营资质，发挥其全渠道内容运营的优势，将自营内

容、自营媒体、第三方内容和第三方平台的强大资源进行精细化整合与针对性输出，

进一步做好内容价值流动的链接，增强其品牌影响力及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最专

业的全渠道内容运营商，与上市公司的液晶电视业务协同发展，进一步提高上市公

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在家庭娱乐生态领域的发展战略和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19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关联人史支焱先生未

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事项，与东方明珠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6,539.59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及事中审查，并

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 

北京风行专注于内容运营与渠道整合，是公司家庭娱乐生态领域中液晶电视业

务的互联网运营平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5,000 万元、参照上海申威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申威评报字[2019]第 2057 号评估报告确定的北京风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159,300.00 万元进行增资，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预计对公司的日常经营

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事项时，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北京风行专注于内容运营与渠道整合，是公司家庭娱乐生态领域中液晶电视业

务的互联网运营平台，通过面向全网的大小屏渠道提供内容运营服务，以及整合全

网的流量资源，通过多样灵活的变现方法，提高变现效率，做到多屏、跨屏的产出

效益最大化。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5,000万元参照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沪申威评报字[2019]第2057号评估报告确定的北京风行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159,300.00万元进行增资，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该项关联交

易的实施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有利于增强其自身运营能力及经营

资质，发挥其全渠道内容运营的优势，与上市公司的液晶电视业务协同发展，进一

步提高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史支焱先生已回避表决，出于谨慎性原

则，董事长顾伟先生亦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经表决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



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 

九、监事会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5,000 万元参照上海申威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申威评报字[2019]第 2057 号评估报告确定的北京风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159,300.00 万元进行增资，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有利于增强其

自身运营能力及经营资质，发挥其全渠道内容运营的优势，与上市公司的液晶电视

业务协同发展，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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