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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拍得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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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不排除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项目不能如期交付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性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
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累计发生1笔，共计35,305.87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开挂牌竞标，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及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12月2日至12月29日，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出版集团” ）通过山东文化产
山东文交所” ）网站，公开拍卖其所持有的位于济南市市中区
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二环南路北侧、舜耕路西侧的图书展示楼7-15层房产，共5个出让标的，其中标的1：图书展示
楼7F、8F；标的2：图书展示楼9F；标的3：图书展示楼10F；标的4：图书展示楼11F、12F、13F、
14F-1；标的5：图书展示楼14F-2、15F，挂牌价格合计为人民币34,213.19万元。
2020年12月18日，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
权公司5家全资子公司竞拍图书展示楼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授权全资子公司山
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简称 “
人民社” ）、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简称 “
科技
社” ）、山东齐鲁书社出版有限公司（简称“
齐鲁社” ）、山东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美
术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画报出版社” ）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5,305.87万
元额度内（房产评估值为34,213.19万元，起拍底价合计34,213.19万元，相关税费、手续费合计1,
092.68万元）参与竞拍在山东文交所挂牌的上述标的房产，价格高于起拍底价不再加价竞拍，
同意上述5家全资子公司按照山东文交所关于该项竞拍的有关要求， 缴纳竞拍保证金10,
000.00万元，如竞拍成功，保证金将转为房产交易价款使用。登记挂牌手续费、相关税费等费用
按有关规定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另行支付，详情如下：
（一）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人民社在不超过人民币9,969.15万元额度内（房产评估值为9,
660.98万元，起拍底价9,660.98万元，相关税费、手续费308.17万元）参与竞拍产权归属于出版
集团的图书展示楼第11F～14F-1层房产，价格高于起拍底价不再加价竞拍。按照竞拍交易平
台有关规定，缴纳竞拍保证金2,800万元，如竞拍成功，此笔保证金将转为房产交易价款使用，
购置资金全部由人民社自筹；
（二）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科技社在不超过人民币10,466.82万元额度内（房产评估值为
10,143.36万元,起拍底价10,143.36万元，相关税费、手续费323.46万元）参与竞拍产权归属于出
版集团的图书展示楼第7-8层房产，价格高于起拍底价不再加价竞拍。按照竞拍交易平台有关
规定，缴纳竞拍保证金3,000万元，如竞拍成功，此笔保证金将转为房产交易价款使用，购置资
金全部由科技社自筹；
（三）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鲁社在不超过人民币5,323.49万元额度内（房产评估值为5,
158.50万元,起拍底价5,158.50万元，相关税费、手续费164.99万元）参与竞拍产权归属于出版集
团的图书展示楼第9层房产，价格高于起拍底价不再加价竞拍。按照竞拍交易平台有关规定，
缴纳竞拍保证金1,500万元，如竞拍成功，此笔保证金将转为房产交易价款使用，购置资金全部
由齐鲁社自筹；
（四）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美术社在不超过人民币5,289.94万元额度内（房产评估值为5,
125.98万元,起拍底价5,125.98万元，相关税费、手续费163.96万元）参与竞拍产权归属于出版集
团的图书展示楼第10层房产，价格高于起拍底价不再加价竞拍。按照竞拍交易平台有关规定，
缴纳竞拍保证金1,500万元，如竞拍成功，此笔保证金将转为房产交易价款使用，购置资金全部
由美术社自筹；
（五）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画报出版社在不超过人民币4,256.49万元额度内（房产评估值
为4,124.38万元,起拍底价4,124.38万元，相关税费、手续费132.11万元）参与竞拍产权归属于出
版集团的图书展示楼14F-2、15F房产，价格高于起拍底价不再加价竞拍。按照竞拍交易平台有
关规定，缴纳竞拍保证金1,200万元，如竞拍成功，此笔保证金将转为房产交易价款使用，购置
资金由公司注资和画报出版社部分自筹。
鉴于授权额度属于公司临时性商业秘密， 按照公司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
度》，公司暂缓披露以上事项。
2020年12月29日，人民社、科技社、齐鲁社、美术社、画报出版社通过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
公开受让上述房产，并于12月30日收到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出具的《挂牌结果通知书》，上述
5家全资子公司成为受让方，以总价34,213.19万元（不含相关税费、手续费）竞得上述房产。
2021年1月13日，5家全资子公司和出版集团在山东济南签署《资产交易合同》。
出版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出版集团为公
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山东出版与控股股东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所属的关联人发生购买资产类关联交易，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受让方人民社、科技社、齐鲁社、美术社、画报出版社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方出版集团
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公司76.81%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出版集团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69号院内第9幢房屋303室
法定代表人：张志华
注册资本：133,195.79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0年12月05日
经营范围：集团公司及出资企业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业务，实物租赁，物业管理；艺
术品销售；文化综合体开发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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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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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划转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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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划转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划转的基本情况
为推动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做大做强公司教育出版板块，提高生产能力、经营管理
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公司拟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中版教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版教材” ）
100%股权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现教社” ）。本次划转完成
后，现教社将直接持有中版教材100%的股权，公司通过现教社间接持有中版教材100%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或借壳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划转各方基本情况
1.中版教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伯勋
成立日期：2008年11月10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4,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院1号楼14层1416室
经营范围：图书批发；中小学教材的选题策划、推广、培训；其他教材和教育类图书的开发
与推广；教育、出版行业的投资；纸张销售；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发布广告；销售办公用品、
文化用品、化工产品、仪器仪表。（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图书批发、
销售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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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本结构：公司持有中版教材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295.45

73,455.23

出版集团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作为山东省最大的综合性文化企业，出版集团主要经
营集团公司及出资企业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业务，实物租赁，物业管理，艺术品销售等
业务。经审计，2017年，出版集团资产总额2,094,059.04万元，资产净额1,248,212.37万元，营业收
入959,600.67万元，净利润138,880.98万元；2018年，出版集团资产总额2,177,386.24万元，资产
净额1,390,247.37万元，营业收入988,327.80万元，净利润154,252.07万元；2019年，出版集团资
产总额2,443,989.65万元，资产净额1,549,319.84万元，营业收入1,013,251.74万元，净利润157,
673.21万元；
2.人民社
企业名称：山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65号
法定代表人：胡长青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数字内容
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文艺创作；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电影摄制服务；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销售；软件开发；动漫游戏开发；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
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从事艺术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
类、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
台；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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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出版物出
版；电子出版物制作；出版物互联网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电视剧制作；电视剧发行；电
影发行；音像制品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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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审计，截至2019年末，人民社的资产总额56,067.29万元，资产净额40,970.34万元，2019
年，人民社实现营业收入32,616.24万元，净利润6,416.94万元。
3.科技社
企业名称：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89号
法定代表人：赵猛
注册资本：60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证范围内的科技书刊的编辑、出版、发行；许可证范围内的科技、科普
方面的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范围内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和
互联网信息服务）。(以上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广告制作、代理、发布；软件服务，网站
设计与开发、网页制作；大型活动组织服务；各种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公司礼仪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赛事活动策划、推广活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教育信息咨询；销售电子产品；自有房屋租赁；文具用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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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截至2019年末，科技社的资产总额45,380.36万元，资产净额29,414.02万元，2019
年，科技社实现营业收入32,847.34万元，净利润3,944.56万元。
4.齐鲁社
企业名称：山东齐鲁书社出版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89号11层12层
法定代表人：昝亮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当地所藏古籍、方志及文史工具书、文史知识性读物的编辑、出版、发行(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文教用品、纸张、音响设备的销售； 出版物版权代理；出版与山东齐鲁
书社出版有限公司已获许可出版的图书、期刊内容范围相一致的数字化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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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截至2019年末，齐鲁社的资产总额20,458.54万元，资产净额12,165.87万元，2019
年，齐鲁社实现营业收入12,010.88万元，净利润1,974.61万元。
5.美术社
企业名称：山东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法定代表人：李晋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美术书刊的编辑、出版 、发行（发行本社版图书）。(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广告业务，美术展览及艺术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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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截至2019年末，美术社的资产总额14,719.19万元，资产净额5,591.69万元，2019年，
美术社实现营业收入9,516.18万元，净利润500.21万元。
6.画报出版社
企业名称：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波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出版摄影理论、技法、知识类图书，以及摄影画册、图片。(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摄影画册及图片设计、制作；国内广告业务；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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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截至2019年末，画报出版社的资产总额9,326.01万元，资产净额4,131.09万元，2019
年，画报出版社实现营业收入9,847.83万元，净利润430.66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购买资产。
2.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出版集团所属图书展示楼位于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北侧、舜耕路西侧，区位条件好、交

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具有文化地标性质的文化综合体项目，是出版集团 “十三五”
规划重点建设项目，集文化、休闲、商业及教育培训等业态于一体，规划建设地上20层，地下3
层，总建筑面积为82,255.24㎡，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52,478.02㎡，主要功能规划为儿童及青少
年教育培训、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实体书店及与综合体配套的办公、餐饮、商业等；地下建筑面
积29,777.22㎡，主要功能规划为商业、餐饮、超市及停车场。该项目地上1至5层主要功能为商
业，6至20层主要功能为办公，办公区域拥有完善的安全防范系统、设备监控系统、公共区智能
控制系统，公共区域全面精装修，办公区域普通装修，标准为5A甲级写字楼，该项目《土地使
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等证件齐
全，目前项目建设已到内部装修阶段，计划2021年5月份竣工交付。
竞拍的房产为图书展示楼7-15层房产，共出让5个标的，其中标的1：图书展示楼7F、8F；标
的2：图书展示楼9F；标的3：图书展示楼10F；标的4：图书展示楼11F、12F、13F、14F-1；标的5：图
书展示楼14F-2、15F，挂牌价格合计为人民币34,213.19万元。5处交易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三）已签署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人民社、科技社、齐鲁社、美术社、画报出版社分别与关联方出版集团签署的关联交易合
同主要条款如下：
出让方（甲方）：出版集团
受让方（乙方）：人民社、科技社、齐鲁社、美术社、画报出版社
第一条 转让标的
甲方将持有的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山东出版集团图书展示楼7-15层房产 （权属
证号：无，其他重大事项详见万隆评报字（2020）第10388号《资产评估报告》）有偿转让给受
让方。该标的挂牌价34,213.19万元，该标的转让行为已经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产权登
记面积与交易面积出现差异时，最终以房屋主管部门测绘面积（证载面积）为准，多退少补。
找补差价方式原则按：（本次产权交易总价/本次产权交易面积)*差额建筑面积。
第二条 转让价格
人民社：人民币9,660.98万元
科技社：人民币10,143.36万元
齐鲁社：人民币5,158.50万元
美术社：人民币5,125.98万元
画报出版社：人民币4,124.38万元
第三条 价款支付
双方约定，乙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转让价款一次性汇入山东文化
产权交易所在银行开立的交易资金结算专户，由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负责将转让价款支付给
甲方。项目保证金2,800万元（人民社）、3,000万元（科技社）、1,500万元（齐鲁社）、1,500万元
（美术社）、1,200万元（画报出版社）,保证金合计10,000.00万元整，转做交易价款使用。

第四条 交割事项
1、双方协商和共同配合，于本合同项下的资产交易取得产权交易凭证后10个工作日内，
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2、甲方应在办理完上述资产相关变更手续7日内，将本合同所涉及的转让标的资料完整
地移交给乙方，由乙方核验查收。乙方需要甲方代为装饰、装修的，房屋交付时间、产权转移登
记时间等另行签订协议。
第五条 税费负担
由甲、乙双方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本次房产及其土地使用权过户过程中应交
纳的各项税费。
第六条 双方的声明与保证（略）
第七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经协商无效时，当事人依法向济南仲裁委申
请仲裁。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2、乙方如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资产转让价款，或甲方未能按期交割转让标的的，每逾期1
天，应按总价款的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3、标的资产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标的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或可能
影响资产转让价格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略）
第十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本合同自双方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原有办公场所已无法满足需求
目前人民社、科技社、齐鲁社、美术社、画报出版社办公场所均为租赁状态或有部分固定
房产加租赁状态，随着公司战略的逐步实施，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各出版社人员不断增加，
原有的办公场所已不能满足办公需求。为了更好促进公司战略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力，需重新
选择新办公场所。
2.提升公司形象，吸引优秀人才，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人民社、科技社、齐鲁社、美术社、画报出版社作为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图书出版企业，要吸
引大量优秀人才，寻求产业合作，离不开企业品牌和文化建设。购置固定办公场所，有利于员
工队伍稳定、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提升公司整体运营环境和外部形象，为公司今后高质量发
展带来更多的支持和机会。
3.房产资源稀缺优质，具备一定升值空间
出版集团图书展示楼位于南部核心区域，具有人口、交通、商业等诸多资源。购买该处房
产，必将为公司持续经营和多元化融合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将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如竞拍成功， 新增房产的折旧费用及后续租赁费用的减少将对公司利润形成一定影
响。根据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制度，按净残值率为5%，折旧年限为40年测算，新增房产的折旧
低于现行租赁房产的租金，项目总体收益大于支出，在经济效益上具有可行性。
2.本次交易存在项目不能如期交付的风险。拟购置的房产预计2021年5月完成交付，但不
排除因不可抗力、管理不规范等因素导致项目不能如期交付的风险。为避免以上风险发生，人
民社、科技社、齐鲁社、美术社、画报出版社已与出版集团积极沟通，争取尽早完成办公场所的
交付。
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12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山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竞拍图书展示楼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竞拍图书展示楼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山东齐鲁书社出版有限公司竞拍图书展示楼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山东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竞拍图书展示楼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竞拍图书展示楼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以上议案表决结果均为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占有效票的100%。关联董
事张志华、王次忠、迟云、郭海涛、王昭顺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刘燕、钟耕深、王乐锦事前在认真查阅相关材料及现场调研的基础上发表
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公司授权人民社、科技社、齐鲁社、美术社、画报出版社分别参与竞拍产权
归属于关联方出版集团的图书展示楼第11F～14F-1层、第7-8层、第9层、第10层、14F-2层～
15F房产，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
当回避表决。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议案时，独立董事刘燕、钟耕深、王乐锦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授权人
民社、科技社、齐鲁社、美术社、画报出版社分别参与竞拍产权归属于关联方山东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的图书展示楼第11F～14F-1层、第7-8层、第9层、第10层、14F-2层～15F房产，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在表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其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价
格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该审议
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五）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2.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琦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股权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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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08年9月19日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划转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监事
会认为：公司将持有的中版教材100%股权划转至现教社，有利于优质资源集约利用，符合公司

序号

交易名称

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的情况介绍

1

参与拍得的房产第11层建筑面积1465.18㎡，第12层建筑面积1510.40㎡，
人民社拍得关联方出版集
标的4： 图书展示楼 第13层建筑面积1488.47㎡，第14层14F-1和标的5所含的14F-2以14楼电
团所属图书展示楼第11F～
11F、12F、13F、14F-1 梯厅前室中心线为轴东西分割，建筑面积各约755.20㎡，全部建筑面积5,
14F-1层房产
219.25㎡（实际面积以过户时房屋主管部门测绘面积为准）。

2

科技社拍得关联方出版集
标的1： 图书展示楼 参与拍得的房产第7层建筑面积2934.80㎡，第8层建筑面积2896.36㎡，总
团所属图书展示楼第7-8层
7F、8F
建筑面积5831.16㎡（实际面积以过户时房屋主管部门测绘面积为准）。
房产

3

齐鲁社拍得关联方出版集 标的2： 图书展示楼 参与拍得的房产第9层总建筑面积为2934.8㎡ （实际面积以过户时房屋
主管部门测绘面积为准）。
团所属图书展示楼9层房产 9F

4

美术社拍得关联方出版集 标的3： 图书展示楼 参与拍得的房产第10层总建筑面积为2,896.36㎡（实际面积以过户时房
10F
屋主管部门测绘面积为准）。
团所属图书展示楼10层

5

参与拍得的房产第14层14F-2和标的4所含的14F-1以14楼电梯厅前室
画报出版社拍得关联方出
标的5： 图书展示楼 中心线为轴东西分割， 建筑面积各约755.20㎡，15F建筑面积为1,488.47
版集团所属图书展示楼
14F-2、15F
㎡，总建筑面积2,243.67㎡（实际面积以过户时房屋主管部门测绘面积
14F-2、15F房产
为准）。

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12月6日出具的法律尽调报告显示，上述房产
产权清晰，归属出版集团，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
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对标的房产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3月31日，标的房
产评估基准日的平均销售单价为人民币18,190.00元/㎡。具体如下：
标的编号
标的1

名称

面积（㎡）

单价（元/㎡）

评估值（万元）

图书展示楼7F

2,934.80

17,335.00

10,143.36

图书展示楼8F

2,896.36

17,456.00

标的2

图书展示楼9F

2,934.80

17,577.10

5,158.50

标的3

图书展示楼10F

2,896.36

17,698.00

5,125.98

图书展示楼11F

1,465.18

19,601.00

图书展示楼12F

1,510.40

17,940.00

图书展示楼13F

1,488.47

18,121.00

755.2

18,302.00

标的4

图书展示楼14F-1
标的5

图书展示楼14F-2
图书展示楼15F

755.2

18,302.00

1,488.47

18,423.00

9,660.98

4,124.38

（二）交易定价
标的房产在山东文交所挂牌底价为34,213.19万元，本次转让价格以上述起拍底价为定价
参考依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购房款

手续费

契税

印花税

共计

科技社拍得关联方出
图书展示楼7F、
版集团所属图书展示
8F
楼第7-8层房产

交易名称

交易标的

10,143.36

14.08

304.31

5.07

10,466.82

齐鲁社拍得关联方出
版集团所属图书展示 图书展示楼9F
楼9层房产

5,158.50

7.66

154.75

2.58

5,323.49

美术社拍得关联方出
版集团所属图书展示 图书展示楼10F
楼10层

5,125.98

7.62

153.78

2.56

5,289.94

人民社拍得关联方出
版集团所属图书展示
楼第11F～14F-1层房
产

图书展示楼
11F、12F、13F、
14F-1

9,660.98

13.51

289.83

4.83

9,969.15

画报出版社拍得关联
方出版集团所属图书
展示楼14F-2、15F房
产

图书展示楼
14F-2、15F

4,124.38

6.32

123.73

2.06

4,256.49

合计

购房款合计：34,
213.19万元；相关
税费、手续费合
计：1,092.68万元；
交易总价合计为
35,305.87万元。

六、监事会意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发展战略要求，不会对公司整体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注册资本：1,035.5426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504号E座二层
经营范围：主要承担教育和少儿类书的出版（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出版教育、科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技方面的音像制品（有效期至2025年06月30日）；出版教育、科普类电子出版物（有效期至

2021年1月13日

2025年06月30日）；出版《中华瑰宝》杂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出
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批发、出版
物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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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本结构：公司持有现教社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29.51

10,401.04

净资产

1,839.85

2,140.83

-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1至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085.20

7,435.37

净利润

429.33

300.99

1.本次划转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中版教材100%股权。
2.公司将所持标的股权按照截至2021年1月1日中版教材的账面价值划转至现教社。本次
股权划转完成后，现教社将直接持有中版教材100%的股权，享有一切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相
关义务。
3.公司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划转的具体事宜。
四、本次股权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中版教材将由公司直接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变更为现教社直接

证券简称：中国出版

公告编号：2021-003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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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划转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和次日在公司指定媒体披露的《中国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划转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编号：2021-002）。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有效票数的100%，表决结果
为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13日

高运营效率。
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

证券代码：601949

证券简称：中国出版

公告编号：2021-001

营业收入

43,804.50

18,221.36

展战略及规划。本次股权划转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净利润

7,575.24

2,806.11

公司经营及整体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权划转事项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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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持有的中版教材100%股权划转至现教社，有利于提高公司管理效率，符合公司发

公告编号：2021-001

证券代码：002520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

主任委员：金元浦
委员：于殿利、陈德球
本议案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有效票数的100%，表决结果
为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划转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和次日在公司指定媒体披露的《中国出版传媒股份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本议案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有效票数的100%，表决结果
为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3日

编号：2021-002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2020年感冒药受疫情影响销售下降，同时合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并范围减少2家子公司减少营业收入近3亿元。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主营业务收入与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2、预计的业绩： 同向下降， 具体如下表：
2020年第4季度
本报告期(人民币)

上年同期(人民币)
102,65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46%
-11.83%
盈利：12,986万元一16,763万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2.30%
-70.78%
同比上年增长：8.14%-39.
53%

3、公司2020年度预计非经常性损益约为860万元，对净利润的影响较小。

2020年全年累计

113,390万元一114,799万元

本报告期(人民币)

上年同期
(人民币)
458,117万元

53,78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0%-7.02%
同比上年下降：3.00%-9.91%

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2021年4月23日公司2020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盈利：50,006万元一53,783万元

盈利：0.086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未经审计机构审计，2020年度实际经营

409,186万元一410,59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37%-10.
68%

9,815万元

盈利：约0.093元-0.12元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利：0.434元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约0.391元-0.421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1年1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号），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26,614,261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
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575-86337958
邮箱：rifapm@rifagroup.com
2、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倪晓伟、忻健伟
联系人：严清清、陈欣
电话：18101880796、021-38031642
邮箱：yanqingqing007661@gtjas.com、chenxin020902@gtjas.com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07

证券代码：000970

委员：张纪臣、金元浦

有限公司关于划转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编号：2021-002）。

53,533.35

基本每股收益

主任委员：彭兰

（4）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

2020年1至9月
（未经审计）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主任委员：陈德球
委员：茅院生、彭兰

50,727.24

营业收入

委员：李岩、于殿利、彭兰、金元浦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3）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19年度（经审计）

项目

主任委员：黄志坚

月8日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伯根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持股100%的子公司。本次股权划转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调整后的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1）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于2021年1月13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1年1

-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的董事会人数。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志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净资产

证券代码：000650

会议通知于2021年1月8日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符合《公司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证券代码：601949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权划转方案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于2021年1月13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

公告编号：2021-002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资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7月6日，中科三环第八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中国
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与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西
赣州共同发起设立“中科三环（赣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7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
cn）刊登的《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
近日，该合资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中科三环（赣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21MA39TM0T6D

法定代表人： 张未龙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磁性材料生产，磁性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稀土功能材料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注册资本： 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 2021年01月13日
营业期限： 2021年01月13日至2051年01月12日
住所：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赣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道1号科技企业孵化器326
室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21-001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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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1年1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8 号）（以下简称“批复” ），具体内容
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42,185,616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
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你公司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
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发行人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韦永生、谢正锦
电话及传真：023-72231475
邮箱：weiys@flzc.com、flzcxzj@163.com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叶宏、詹辉
电话： 0755-83289887
邮箱：yh@swsc.com.cn、zhanh@swsc.com.cn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