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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8       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2021-24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国视融媒拟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

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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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视传媒”或“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视融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视融媒”）拟联

合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电信投资”）、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国脉”）、上海虹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虹传”），

共同投资设立中视融合（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

商登记部门登记信息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视融媒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

人，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比例5.56%。 

●本次投资涉及与关联方共同出资，属于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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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除已履行审议程序的日常关联交

易以外，公司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之间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风险提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视融媒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

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目前，合伙企业组建工作尚未完成，合伙协议尚

未签署，合伙人尚未完成实际出资，以上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合伙企业在运营过

程中存在的各类风险，详见本公告“六、重要风险提示”。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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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视融媒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拟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新国脉数字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合伙协议，共同

投资设立中视融合（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

记部门登记信息为准）。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 1,800 万元，国视融媒作为

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 100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比例 5.56%，并担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企业的目的是作为央视融媒体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信息为准，以下简称“央视融媒体基金”

或“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之一，参与基金日常事务。合伙企业设立后仅对基金

进行股权投资，投资金额为 1,600 万元。 

目前，合伙协议尚未签署。 

（二）对外投资的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9月 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视融媒参与设立合伙企业的议案》。会议同意国视融媒参与

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授权中视传媒及国视融媒经营管理层具体执行投资合伙企业

的相关事宜，在董事会决议范畴内进行谈判，签署合伙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由

于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三）关联关系 

国际电视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国际电视总公司与中视传媒全资子公司国视融媒存在

关联关系，国视融媒与国际电视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行为构成关联交

易。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除已履行审议程序的日常关联交

易以外，公司与国际电视总公司之间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此外，截至 2021 年半年度，国际电视总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3,351,663 股股

份，持股比例为 0.84%。 

电信投资、新国脉、上海虹传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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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伙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企业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视融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AH25427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 区 A0823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法定代表人：王钧 

公司董监高任职情况：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钧担任国视融媒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司副总经理白河山、总会计师蔡中玉担任国视融媒董事，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刘

宏伟担任国视融媒监事。 

登记情况：国视融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编号为P1069758，机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详细登记信

息请查看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http://www.amac.org.cn/）的公

示信息。 

最近一年经营情况：国视融媒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1,911,562.76元。 

（二）有限合伙人 

1、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公司关联方）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成立日期：1985年1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2724E 

注册资本：1,253,861.98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号 

经营范围：电视剧制作；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

专栏除外）；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网上销售、音像制品出租；经营演出及经

纪业务；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限保健食品；出版

文艺、社会教育方面的音像制品（有效期至2025年6月30日）；进出口业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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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代理电视广告业务；与广播电视和卫星节目业务有关的设备租赁、技术咨询

服务及技术转让；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汽车销售和租赁；批

发零售日用品、纺织品、服装服饰、家具、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体育用品及器材、文教用品、玩

具、金银珠宝饰品及制品、工艺品；经济信息咨询。 

法定代表人：赵子忠 

公司董监高任职情况：公司董事长唐世鼎担任国际电视总公司总裁，公司监

事会主席王浩担任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公司董事赵建军、李颖、胡源广及公

司监事任春萍均在国际电视总公司任职。 

关联关系：国际电视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的全资子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国际电视总公司与中视传媒全资子公司国

视融媒存在关联关系。 

2、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3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29MA09893027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安新县安容公路东（建设大街 279号） 

经营范围：以企业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企业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营销策划，从事科技信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等。  

法定代表人：李原 

3、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2 年 4月 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9439M 

注册资本：79,569.594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江宁路 1207号 20-21 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服务；网络文化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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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文化创

意软件开发；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互联网数

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网络

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旅客票务代理；票务

代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酒店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

房租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

销售。  

法定代表人：李安民 

4、上海虹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年6月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MA1FYT1L5M 

注册资本：3,25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沪太路 1053弄 5号 501A-J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法定代表人：陈铭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合伙企业名称：中视融合（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

名，以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信息为准）  

2、合伙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时间：尚未成立  

4、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二十年，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计算。 

5、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静安区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82626871-c45196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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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以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信息为准）。  

7、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1,800万元 

8、全体合伙人的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认缴出资比例：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合伙企业认

缴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视

融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00 5.56% 

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货币 900 50% 有限合伙人 

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 
货币 270 15% 有限合伙人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货币 130 7.22% 有限合伙人 

上海虹传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400 22.22% 有限合伙人 

合计 - 1,800 100% - 

 

9、出资方式：人民币现金出资 

10、资金来源：自有且具有合法来源的资金 

11、缴付出资：全体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期限缴纳出资。 

12、合伙目的：合伙企业作为央视融媒体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普通

合伙人之一，参与基金日常事务。合伙企业设立后仅对基金进行股权投资，投资

金额为 1,600万元。 

13、执行事务合伙人：国视融媒 

14、合伙企业主要负责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国视融媒的主要负责人王钧先生，

是国视融媒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中视传媒董事兼总经理、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管理学博士，长期负责战略与投融资管理

工作，对传媒产业有深刻理解。 

15、执行事务报酬：执行事务报酬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收取 6 年，执行事

务合伙人按照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 2%/年收取。2021 年度的执行事务报酬和

最后一个年度的执行事务报酬按照当年度的实际发生天数计收。 

16、收益分配：合伙企业收到的财务顾问费、咨询费，国视融媒不参与分配。

在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全部出资的情况下，国际电视总公司有权获得其中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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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电信投资有权获得其中 15%的部分，新国脉有权取得其中 7.22%的部分，

上海虹传有权获得其中 22.22%的部分；合伙企业的投资收益、闲置资金管理收

入及其他收益，全体合伙人按照其实缴出资比例享有合伙企业收入。 

17、亏损分担  

各合伙人应按照其认缴出资比例分担亏损。合伙企业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

承担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18、其他情况说明 

合伙协议尚未签署，上述合伙协议主要条款内容为各方初步约定，具体以正

式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四、 协议主要内容 

目前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尚未签署，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授权中视传

媒及国视融媒经营管理层具体执行投资合伙企业的相关事宜，在董事会决议范畴

内进行谈判，签署合伙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公司将在明确相关具体事项并签署

合伙协议后及时披露进展公告。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出于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视融媒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投资设立

合伙企业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收取执行事务报酬。新设立合伙企业认缴出资

总额为 1,800万元，国视融媒认缴出资额为 100万元。本次投资事项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 2021 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尚无法判

断。 

 

六、重要风险提示 

1、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视融媒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目前，合伙企业组建工作尚未完成，合伙协议尚未签署,

合伙人尚未完成实际出资，以上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2、合伙企业的目的是作为央视融媒体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之一，参与基金日

常事务。合伙企业设立后仅对基金进行股权投资，投资金额为 1,600 万元。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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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对该合伙企业的投资可能受法律法规和市场环境变化等影响，存在一定风险

和不确定性。 

3、合伙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存在运营风险，不能保证合伙企业中的各合伙人

认购资金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及最低收益。合伙企业存在流动性风

险、税收风险、法律与政策风险、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风险、技术风险、操作风

险及其他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

求，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