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股票简称 华数传媒 股票代码

0001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查勇 吴帅

电话

0571-28327789 0571-28327789

传真

0571-28327791 0571-28327791

电子信箱

000156@wasu.com 000156@was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元 ）

2,411,616,085.86 1,801,184,780.91 1,801,184,780.91 33.89% 1,508,605,816.80 1,550,942,61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

383,768,698.37 253,916,956.11 253,916,956.11 51.14% 174,558,069.80 177,048,62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

379,486,265.76 239,025,210.13 239,025,210.13 58.76% 163,720,887.04 163,990,67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1,345,570,066.98 872,756,771.98 872,756,771.98 54.17% 681,341,443.96 704,613,812.26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33 0.23 0.23 43.48% 0.17 0.1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33 0.23 0.23 43.48% 0.17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4% 24.89% 24.89% -5.75% 22.67% 22.47%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元 ）

5,558,177,257.29 5,084,532,539.89 5,084,532,539.89 9.32% 3,383,570,965.58 3,472,114,27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

2,197,350,614.89 1,813,581,916.52 1,813,581,916.52 21.16% 842,342,057.71 893,209,941.26

注1：2012年度，华数集团、千禧龙、二轻集团、东方星空、浙江发展以持有的传媒网络公司100%股权为对价认购本公司

发行的股份，华数集团取得上市公司控股权，本次重组构成反向购买。 因此，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以传媒网络公司及其子

公司的财务报表为基础编制，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权益结构（即股本和资本公积）反映的是传媒网络的权益结构。 上市公司

母公司的财务报表中股本反映的是上市公司权益结构。

注2：2013年度，公司收购华数集团所持富阳网通和余杭网通的股权，构成同一控制下的合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要求，公司对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注3：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

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同时在本财务报表中采用财政部于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受其影响的报表项目有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其他非流动负债、递延收益、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司对上述报表项目进行追溯调整。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2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50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31% 599,812,467 599,812,467

浙江省二轻集团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64% 99,085,821 99,085,821

湖南千禧龙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55% 98,000,047 98,000,047

质押

43,000,000

上海源仓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1% 71,184,200 71,184,200

质押

71,180,000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8% 57,072,698 57,072,698

东方星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8% 57,072,698 57,072,698

北京光华贰陆柒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16,342,000 16,028,100

质押

14,418,550

华夏资本

－

民生银

行

－

华夏资本对

冲

－

常春藤

5

期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88% 10,137,931 0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10,121,500 10,121,400

深圳市孚威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9,900,000 9,900,000

质押

9,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华数集团 、二轻集团、千禧龙 、浙江发展 、东方星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关联关系 ，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无。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央提出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在此背景下，公司以“体制创新与

产业创新相结合” 、“文化与科技相结合” 、“产业与资本相结合”为发展思路，推动“新媒体、新网络” 业务快速发展，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

在“新网络”方面，杭州地区有线电视网络业务继续保持高速稳健增长，高清整转工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高清覆盖率

提升至40%。 在“新媒体”方面，全国互动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业务继续保持快速扩张的态势。

在资本运作方面，公司推进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拟募集资金65.36亿元，引入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扩大公司资本规

模、增强资本实力。同时，公司设立华数资本作为对外投资、并购的主体和平台，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加快促进产业链整

合，助力主营业务协同快速发展。

在业务拓展的同时，公司不断强化优质服务理念，加强内容运营及安全播出管理，推动公司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 同

时，通过“行动学习”人才发展项目，锻造团队执行力，全面提升团队管理和梯队建设水平。

2014年，公司全面超额完成了年度经营指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41,161.61万元，同比增长33.8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38,376.87万元，同比增长51.14%，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

2015年，公司将坚持“产业与资本相结合” 、“网络平台和内容应用相结合” ，继续发展“新网络、新媒体” ，加快推进内

生增长和外延扩张。 一方面通过产业整合、股权投资等方式，加快有线网络资源整合进度，推进新网络板块实现规模化发

展；另一方面，通过华数资本作为对外投资、并购的主体和平台，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并购国内优质广电有线网络

及新媒体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优秀标的公司，以实现公司产业链整合和产业扩张。 通过“资本+产业” 双轮驱动的高速发展

模式确立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加快实现以视频为核心的新媒体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发展，巩固华数传媒在全国“新媒体” 与

“新网络”产业中的领先地位。

具体工作思路如下：

1、提升本网规模化运营效益，加快优质有线网络用户规模化覆盖

2015年，公司将继续做好杭州本级网络的运营，提升市区高清整转率（杭州市区目标计划高清占有率达到60%），大力

推进区县高清整换，实现杭州本网市场的精耕细作，提升用户ARPU，积极应对IPTV、OTT等业务的竞争。 同时，公司积极

参与全省网络一体化运营，为后续省网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奠定基础。 此外，公司通过业务+资本深度合作模式，加强与其他

省优质有线网络优势互补，深化合作。 在规模化用户覆盖的基础上，构建前向、后向一体化的商业模式。

2、推动新媒体业态组织架构调整，全面提升新媒体综合竞争力

将现有的有关互联网业务和互联网电视业务职能和人员进行整合调整，成立“互联网事业部” 和“互联网电视事业

部” 两大事业部，分别独立承担公司互联网业务线（基于PC终端和手机、PAD等移动终端）和互联网电视业务线（基于TV

终端）的经营指标。 事业部专注互联网业务，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构建多屏互动的综合生态业务模式，打造以“事业部” 为

架构的新媒体市场拓展和业务运营体系。同时，加强移动互联网公网“华数TV” 品牌建设，强化新媒体综合竞争力，加快实

现各新媒体业务线的规模化增长。

3、加强资本运作，整合产业链上下游，构建完整的新媒体产业集群

2015年，公司将继续增强资本实力，借助产业投资基金吸引外部资金，利用资金杠杆放大公司投资能力，扩大产业投资

并购的项目池和资金池；同时，加大资本投入力度，加强产业链核心资源的全面整合。

公司将充分发挥产业与资本相结合的优势，通过“产业扶持、产业培育、定向增发、收购兼并”等多种资本运作方式，整

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融合优势资源，突破新的产业方向，打造最优质的产业链，构建完整的新媒体产业集群，打造成为全

国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

4、梳理和整合各大产品线的组织体系，锻造产品核心竞争力

将公司原职能化的组织架构梳理和整合为以产品线为核心的产品组织体系，通过产品从规划、设计、开发、部署、上线

运营的一体化运作，实现“运营型”向“产品型”的转变，全面提升公司核心产品线的产品创新和运营服务能力。

5、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持续强化国有控股体制下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关注人才，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尤其加强对公司中高层管理团队的

优化调整及补充，继续采用“行动学习”等形式开展中基层骨干管理团队的培养，同时，完善以人均产值和人均贡献为核心

指标的考核和激励机制，进一步落实公司精兵强将的管理目标。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的原因

自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

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

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自2014年7月1日

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自2014年度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自其发布之日（2014年7月

23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于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施行日开始执

行该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上述相关会计准则。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

及有关规定。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

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

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长期股权投资

-103,499,373.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3,499,373.50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8� 号），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2014年修订）的规定，对基本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单独分类至离职后福利明细项目核算。同时，

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时有关事业单位人员身份置换为企业人员确认了部分改制费用并确认为其他非流动负债， 现根据规定

重分类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4,474,986.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4,474,986.00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7� 号），公司根据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将其他非流动负债中属于递延收益部分重分类为递延收益并单独列报。 具体调

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其他非流动负债

-952,979,315.76

递延收益

952,979,315.76

4、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通知》（财会[2014]10号），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该变更对财务报表未产生重大影响。

5、公司根据 《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通知》（财会[2014]6号），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该变更对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6、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通知》（财会[2014]11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的会计政策。 该变更对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7、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通知》（财会[2014]16号），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该变更对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

股权取得

方式

新疆视讯

2014

年

11

月

10,200,000.00 51%

增资取得

(二)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携云科技 投资设立

2014

年

3

月

5

日

500,000.00 100%

华数资本 投资设立

2014

年

11

月

7

日

102,560,000.00 100%

2.其他说明

原子公司临安华数、富阳华数、余杭华数、桐庐华数根据股东决议注销。该等子公司原有资产和业务分别由临安华数数

据分公司、富阳华数数据分公司、杭州华数宽带分公司、桐庐华数数据分公司接收并继续经营。 该四家子公司变更为分公

司，对本公司合并范围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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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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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5年3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并通过电话

进行确认，于2015年3月27日上午9:30在杭州市西湖区莲花街莲花商务中心A座8楼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12名，实际出席12名（其中：董事田国明因出差在外，委托董事沈林华代为出席和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励怡青女士

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14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三）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14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4,546,692.20元，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327,422,646.61元，截至2014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82,875,954.41元。

由于公司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负，同时考虑到目前公司股本规模较大，提议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预案为：不

进行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2014年年度报告》和《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2015-014）。

（七）审议通过《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健审

〔2015〕1810号）。

(八)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置入资产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已达到承诺利润数。

详见同时披露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置

入资产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天健审〔2015〕1831号）。

(九)审议通过《关于收购的宽带网络业务及相应资产包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公司2013年收购的宽带网络业务及相应资产包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已达到业绩承诺数。

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宽带网络

业务及相应资产包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天健审〔2015〕1832号）。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同意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财务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申请银行总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同意公司2015年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4.4亿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时间为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15年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的担

保，时间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即，在上述时间内任何时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在以上额度和期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签署担保文件。

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2015年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计担保额度的公告》（2015-011）。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关联董事励怡青、沈林华、田国明、

冯钟鸣、李庆回避表决。

2014年度公司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7,212.22万元，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0,013.97万元。 2015年度，预计公司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

超过10,650.00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21,081.00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2015-010）。

（十四）审议通过《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天健审〔2015〕1809号）。

（十五）审议通过《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2014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关联独立董事徐旭初、韩灵丽、俞

乐平、葛进平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乔小燕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同意聘任乔小燕女士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乔小燕女士的个人

简历见附件。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方瑾女士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同意聘任方瑾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方瑾女士的个人简历见附

件。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方芳女士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同意聘任方芳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方芳女士的个人简历见附

件。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谢斐女士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同意聘任谢斐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谢斐女士的个人简历见附

件。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5-012）。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

4、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5、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6、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7、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8、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9、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10、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核查意见。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附个人简历：

1、乔小燕女士简历：

乔小燕，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5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毕业，英国利兹大学

商学院国际市场管理硕士。 曾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总裁办公室主任、终端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等职

务，华夏视联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广

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董事。

乔小燕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方瑾女士简历：

方瑾，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本科学历，文学学士。曾任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方瑾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方芳女士简历：

方芳，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华数网通信息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华数广电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华盈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方芳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谢斐女士简历：

谢斐，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浙江嘉华优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新媒体事业群高级总监。

谢斐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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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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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 、“公司” ）因全资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

媒网络” ）与控股股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集团” ）及其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杭州文化广播电

视集团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因日常业务经营需要存在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2014年度

传媒网络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7,212.22万元，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为10,013.97万元。 2015年度， 预计公司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10,

650.00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21,081.00万元。

公司2015年3月27日召开的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1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关联董事励怡青、

沈林华、田国明、冯钟鸣、李庆回避表决。

因公司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超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且金额超过三千万元，故本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东方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需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鉴于公司2015年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与日常经营相关，可以不经审计或评估。

（二）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本期数 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节目费 协议价

1,239,999.99 0.09%

采购机顶盒等 协议价

3,893,192.39 0.28%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托管费等 参照市价

26,100,532.80 1.87%

浙江华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分成 协议价

6,392,465.55 0.46%

上海云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带宽租费 协议价

24,219,311.85 1.74%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线路租赁费 协议价

1,562,478.40 0.11%

平台建设 协议价

370,974.96 0.03%

销售代理费 协议价

4,083,962.28 0.29%

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 线路租费 协议价

2,759,249.01 0.20%

浙江华数信息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 协议价

741,038.23 0.05%

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游戏分成 协议价

323,958.55 0.02%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 协议价

375,000.00 0.03%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线路租费 协议价

60,000.00 0.00%

小计

-- -- 72,122,164.01 5.17%

2、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本期数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收入 协议价

948,953.27 0.04%

节目传输收入 协议价

825,471.70 0.03%

集团宽带网络业务收入 协议价

1,281,859.23 0.05%

浙江嘉华优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告收入 协议价

268,867.92 0.01%

浙江爱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IPTV

网络电视分成 协议价

325,613.49 0.01%

新昌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862,568.82 0.04%

丽水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1,004,528.72 0.04%

湖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5,700,146.11 0.24%

其他 协议价

12,735.04 0.00%

嘉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7,528,889.43 0.31%

金华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6,099,221.25 0.25%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6,254,716.98 0.26%

舟山普陀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354,622.34 0.01%

常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

注

1]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96,152.33 0.00%

海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

注

2]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1,026,977.11 0.04%

海盐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709,062.76 0.03%

嘉善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2,041,196.16 0.08%

江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

注

3]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580,188.68 0.02%

景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

注

4]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50,627.44 0.00%

开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

注

5]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128,740.78 0.01%

兰溪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773,795.72 0.03%

龙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150,851.69 0.01%

磐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308,817.90 0.01%

平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2,815,017.27 0.12%

浦江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156,560.27 0.01%

青田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

注

6]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54,442.83 0.00%

庆元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

注

7]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11,976.34 0.00%

衢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

注

8]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396,431.75 0.02%

松阳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

注

9]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38,513.42 0.00%

瑞安市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1,254,765.01 0.05%

遂昌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100,144.89 0.00%

桐乡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2,780,681.51 0.12%

武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249,167.13 0.01%

泰顺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95,814.62 0.00%

永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

注

10]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220,900.76 0.01%

云和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99,710.25 0.00%

新疆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视听费收入 协议价

18,006,545.28 0.75%

商品销售收入

-

设备销售 协议价

3,653,846.15 0.15%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收入 协议价

1,471,698.11 0.06%

杭州红星文化大厦有限公司 其他收入 协议价

5,084.20 0.00%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销售收入 协议价

0.00%

3G

业务收入等 协议价

7,286,037.74 0.30%

集团宽带网络业务收入 协议价

3,015,503.54 0.13%

其他收入 协议价

460,217.96 0.02%

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视听服务分成 协议价

9,591,490.99 0.40%

互联网业务收入

-NAP

点收入 协议价

560,320.75 0.02%

其他 协议价

978,750.90 0.04%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集团业务收入 参照市价

2,132,776.34 0.09%

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

IPTV

网络电视分成 协议价

6,614,008.27 0.27%

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互联网电视收入 协议价

754,716.98 0.03%

小计

-- -- 100,139,728.13 4.20%

注1：本期浙江广电网络公司出资成为常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常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3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自该日起，该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披露的关联方交易金额为2014年11-12月上市公司

与该公司的交易金额。

注2：本期浙江广电网络公司出资成为海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海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2014年7

月25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自该日起，该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披露的关联方交易金额为2014年8-12月上市公

司与该公司的交易金额。

注3：本期浙江广电网络公司出资成为江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江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2014年7

月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自该日起，该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披露的关联方交易金额为2014年7-12月上市公

司与该公司的交易金额。

注4：本期浙江广电网络公司出资成为景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景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2014年8

月2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自该日起，该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披露的关联方交易金额为2014年9-12月上市公

司与该公司的交易金额。

注5：本期浙江广电网络公司出资成为开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开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2014年8

月2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自该日起，该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披露的关联方交易金额为2014年9-12月上市公

司与该公司的交易金额。

注6：本期浙江广电网络公司出资成为青田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青田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2014年8

月29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自该日起，该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披露的关联方交易金额为2014年9-12月上市公

司与该公司的交易金额。

注7：本期浙江广电网络公司出资成为庆元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庆元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2014年10

月2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自该日起，该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披露的关联方交易金额为2014年11-12月上市

公司与该公司的交易金额。

注8：本期浙江广电网络公司出资成为衢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衢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2014年7

月2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自该日起，该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披露的关联方交易金额为2014年8-12月上市公

司与该公司的交易金额。

注9：本期浙江广电网络公司出资成为松阳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松阳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2014年7

月2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自该日起，该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披露的关联方交易金额为2014年8-12月上市公

司与该公司的交易金额。

注10：本期浙江广电网络公司出资成为永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永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2014年8

月2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自该日起，该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披露的关联方交易金额为2014年9-12月上市公

司与该公司的交易金额。

（三）201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因全资子公司传媒网络与控股股东华数集团及其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在

2015年度将因日常业务经营需要继续存在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公司根据2015年度的

经营计划以及目前供应商、客户情况，对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15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定价依据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和接受劳

务的关联

交易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2,000,000.00

协议价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54,000,000.00

参照市场价格

浙江华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

协议价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00

参照市场价格

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

5,000,000.00

协议价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3,000,000.00

协议价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

协议价

支付宝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500,000.00

协议价

杭州地铁电视有限公司

10,000,000.00

协议价

小计

106,500,000.00 --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

商品及向

关联人提

供劳务

关联方

2015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定价依据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

协议价

浙江嘉华优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00,000.00

协议价

浙江爱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8,000,000.00

协议价

新疆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35,000,000.00

协议价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1,600,000.00

协议价

杭州市广播电视科学技术研究所

100,000.00

协议价

杭州红星文化大厦有限公司

10,000.00

协议价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05,000,000.00

协议价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4,000,000.00

协议价

杭州网络广播电视有限公司

100,000.00

协议价

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

12,000,000.00

协议价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3,000,000.00

协议价

小计

210,810,000.00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 主营业务 住所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 集 团

有限公司

方建生

123,995.945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计算机系统集成及安装服

务

杭州西湖区益乐路

25

号嘉文商厦

10

楼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 技 有

限公司

郑晓林

27,260.23

主机托管业务及信息传输服务

杭州市转塘科技经济区块

2

号

3

幢

31203-31212

浙江华云数字科技 有 限

公司

汪海英

1,000

商务咨询服务 ，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技术

服务 、版权信息咨询服务

杭州市复兴路

439

号

235

室

上海云盈数据科技 有 限

公司

石磊

3,000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上海市浦东新区桂桥路

1201

号第九

幢北侧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 股 份

有限公司

方建生

71,769.03

杭州地区以外的相关地市的有线电视网络运

营

杭州市益乐路

25

号嘉文商厦

1112

室

浙江广联有线电视 传 输

中心

李维民

6,000

有线电视网络的开发及应用 ，有线电视网施工

及维护

杭州市莫干山路

111

号

浙江华数信息传媒 科 技

有限公司

曹强

2,000

电子屏信息制作技术服务 ，国内广告的设计 、

制作 、代理 、发布 ，影视设备的研发 、销售 ，信息

网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技术服务

杭州市上塘路

1084

号

2003

室

杭州边锋网络技术 有 限

公司

蒋国兴

1,000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技术

开发 、技术服务、网络游戏开发等

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

号天堂软

件园

B

幢

2

楼

B

座 、

C

座 、

D

座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 据 服

务有限公司

李学东

10,000

开发用于收视率调查的数字电视传媒技术 ，数

据采集和处理，市场研究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

和技术服务 。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

12

号

楼

2

楼

201

室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钟发松

12,0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

707

号明创

大楼四楼

浙江嘉华优视文化 传 播

有限公司

党郃

625

设计 、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经济信息咨询

服务 ，文化活动的策划服务

杭州市新塘路

58

号新商务大厦

1001

室

浙江爱上网络科技 有 限

公司

汪文斌

2,000 IPTV

内容运营服务 杭州市岳帅桥

10

号

1303

室

新昌华数数字电视 有 限

公司

黄旭平

5,960.78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新昌县新中路

603-609

号

丽水华数数字电视 有 限

公司

赵正发

3,1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丽水市中东路

139

号

湖州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陈发瑶

15,0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湖州市龙溪北路

1268

号

1

幢

嘉兴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马雪腾

10,648.9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嘉兴市禾兴北路

46

号

金华华数数字电视 有 限

公司

朱连芳

8,0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金华市人民西路

238

号

舟山普陀华数广电 网 络

有限公司

张剑飞

5,0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印路

426

号

常山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胡乾平

3,6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

1

号

海宁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朱建荣

1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海宁市海洲街道文苑路

282

号

海盐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周锷

5,0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西路

199

号

嘉善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杨善岗

10,0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嘉善县魏塘街道花园路

75

号

江山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毛阳土

1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江山市双塔街道江滨北路

288-1

号

景宁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李晓荣

5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建设路

7

号

开化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袁新宇

1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开化县芹阳办事处江滨北路

2

号

兰溪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张裕林

8,0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兰溪市兰江街道兰荫路

88

号

龙泉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洪一浩

1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龙泉市中山东路

99

号四楼

磐安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陈珍宝

7,148.04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磐安县安文镇海螺街

1

号

平湖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计福明

1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平湖市当湖街道三港路一号

浦江县华数广电网 络 有

限公司

张放红

2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浦江县东山路

2

号

青田县华数广电网 络 有

限公司

杨广

1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青田县瓯南街道江南新区块五号区

块

庆元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张力军

1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庆元县濛洲街道祥云路

4

号

衢州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章建平

9,294.64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衢州市文化路东侧

松阳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阙祖权

1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松阳县西屏街道公园路

11

号

瑞安市华数广电网 络 有

限公司

王建平

1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广播电视

中心

遂昌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黄新园

1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遂昌县妙高街道平昌路

33

号

桐乡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沈子强

2,0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桐乡市梧桐街道振东新区环园路

578

号

武义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梅军

1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武义县城北岭四路

38

号

泰顺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张庆机

10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泰顺县罗阳镇爱民路

216

号

永嘉华数广电网络 有 限

公司

吕银显

3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永嘉县南城街道环城西路

621

号

云和县华数广电网 络 有

限公司

刘国标

1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云和县中山街

3

号

新疆广电网络股份 有 限

公司

吐尔洪

.

阿不力孜

29,292.90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业务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校园路

107

北大科技楼二楼

236

房间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 有 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张雪南

118,828.759

设计 、制作 、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实业投

资 ，新媒体技术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 ，增值电

信业务 ，工艺美术品 、文化用品 、办公用品的销

售 ，企业管理咨询 ，会展服务

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

26-27

楼

支付宝 （中国 ）网络 技 术

有限公司

彭蕾

100,000.00

第三方支付平台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25

号

C

楼

103

室

杭州地铁电视有限公司 陈杰

2,000

地铁电视相关的技术服务 ，影视技术研发 ，信

息网络技术的开发 、应用 ，国内广告的策划 、设

计、制作 、代理 、发布 ；销售 ：影视设备

上城区新丰苑

1

幢

202

室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人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为华数传媒控股股东的联营企业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定为华数传媒的关联

法人 。

浙江华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高管担任该公司董事，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为华数传媒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制的企业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

华数传媒控股股东华数集团高管担任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董事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三

款规定的情形 。

浙江华数信息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董事在浙江华数信息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同时华数传媒控股股东为浙江华数信息传媒科

技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二 、三款规定的情形 。

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董事担任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董事担任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

情形 。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浙江嘉华优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董事担任浙江嘉华优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

浙江爱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董事担任浙江爱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

新昌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是新昌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有其

49%

股权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丽水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丽水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湖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湖州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嘉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金华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舟山普陀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常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海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海盐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嘉善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江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景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开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兰溪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龙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磐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平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浦江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青田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庆元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衢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松阳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瑞安市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遂昌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桐乡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武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泰顺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永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云和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股的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新疆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高管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杭州市广播电视科学技术研究所

公司实际控制人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持有杭州市广播电视科学技术研究所

100%

的股权 ，符合 《股票上市

规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杭州红星文化大厦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持有杭州红星文化大厦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符合 《股票上市规

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持有该公司

41.68%

的股权 ，并对该公司实际控制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二

款规定的情形 。

杭州网络广播电视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持有杭州网络广播电视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 ，为其控股股东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

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董事在该公司担任董事长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华数传媒董事担任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

支付宝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关联自然人马云系支付宝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

第三款及

10.1.6

条规定的情形 。

杭州地铁电视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控股股东华数集团高管担任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董事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条第三

款规定的情形 。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详见前述预计的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公司本着“公开、公平、公正、互利互惠”的原则，与上述关

联方，按照约定的定价方式，经双方协商，签署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上述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经营状况和供应商、客户情况而发生，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

需要。

华数传媒关联采购和关联销售中，占比较大的是联营合作模式导致的关联交易，系由目前行业经营模式所决定，体现

了联合营运的交叉销售优势：

（1）华数传媒通过联营合作的模式发展互动电视业务、互联网电视业务及互联网视听广告服务等新媒体业务，在这种

模式下，华数传媒与各地的有线电视传输企业、从事信息网络业务的企业、电视机厂商、广告商、从事互联网游戏业务的企

业等业务合作方合资组建联营（合营）企业。在这种联营（合营）企业中，双（各）方以股权合作为基础、共同控制和经营企

业、合作发展业务、实施收入分成。 华数传媒提供内容平台及媒体整合服务，根据合作对象和合作领域的不同，合作方提供

有线电视网络、互联网电视业务数据分节点平台的建设和维护服务、专业广告经营模式、必要的客户以及信息网络服务等。

（2）华数传媒凭借上市公司的互动电视等业务平台，借助华数集团旗下其他地区的有线电视网络，通过向浙江华数广

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企业提供互动电视平台服务，实现基本服务费和点播费按协议分成，取得收入，扩展了上市公

司的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 随着华数集团省网整合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预计在2015年上市公司与华数集团控制的新增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的关联交易金额将有所增加。但是，相关方已承诺，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等集团持有的有线网络资产和业务将纳入上市公司，未来，这一部分关联交易将随

之消除。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为联营合作模式导致的关联交易，在这种经营模式下，华数传媒与联营合作方之间的关系是

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合作关系，有关采购、供应的价格确定是合作双（各）方商业谈判的结果，体现了合作实现收入和利润的

分割，交易定价是合作双方公平交易条件的一部分，符合公允原则。

关联交易的定价方式有协议价、市场价和招标价等三种。 除了方便获得市场价格的部分交易、通过招投标等竞争方式

定价的部分外，协议价的定价方式采用较多。

在协商定价的过程中，除部分特定交易无法找到参照对比价格外，其他的协议定价通常以行业和市场标准为依据，从

而保障定价的公允性。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014年度传媒网络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7,212.22万元， 销售商品和提供

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0,013.97万元。 2015年度，预计公司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

易不超过10,650.00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21,081.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相较于上市公司

2014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241,161.61万元和营业成本139,536.45万元占比较小。同时，各项关联交易占同类业务的比例金

额较小，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对关联人的依赖（或者被其控制），不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

综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

的情况，亦不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如

下独立意见：

1、2014年度传媒网络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7,212.22万元， 销售商品和提

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0,013.97万元。 2015年度，预计公司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

交易不超过10,650.00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21,081.00万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经

营状况和供应商、客户情况而发生，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根据协议价、市场价、招标价来确定，考虑到公司所在行业、市场的特殊性，公司已尽

量参考市场可比价格或独立第三方价格来定价，定价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损害上

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3、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比较小，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4、公司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

法合规。

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华数传媒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计划符合华数传媒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对华数传媒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

大影响；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不存在损害华数传媒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华数传媒独

立性产生影响，华数传媒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违反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华数传媒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2015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3、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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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计担

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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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计划及资金状况，拟

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时间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

月30日期间， 即在上述时间内任何时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不超过6,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具体如下：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媒网络” ）拟为富阳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3,000万元人

民币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2、 传媒网络拟为临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在以上额度和期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签署担保文件。

公司2015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为55.58亿元，2015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

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的30%，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纳入被担保人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与上市公司关

系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

人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主要产品或服务

富阳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2005

年

1

月

31

日 周宏

富阳市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

66

号

30,000,000.00

广播电视网络服务

等

临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2005

年

2

月

4

日 周宏 临安市锦城街道广电路

98

号

50,000,000.00

广播电视网络服务

等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元 ） 净资产 （元 ） 营业收入

(

元

)

营业利润

(

元

)

净利润 （元 ）

富阳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

司

256,613,337.84 79,895,170.61 147,629,096.51 29,975,578.92 39,255,745.60

临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

司

229,272,349.27 86,638,652.37 102,526,405.26 22,719,987.27 29,342,670.5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尚未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具体每笔发生的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相关正式合同另行约定。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是基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的资金需要，公司为其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提供的担保。 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均合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同时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担保

风险可控，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担保公平、对等。

公司制定了《对外担保管理规则》，规定了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决策程序和有关风险控制措施。在对外担保的后续跟

踪过程中，公司将充分关注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风险，保障公司的资产安全。

公司无反担保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余额为2,032.31万元。 其中传媒网络为全资子公司富阳华数数字电视有限

公司担保593.8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19,735.06万元的0.27%，无逾期担保；传媒网络为全资子公司临安华

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担保339.0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19,735.06万元的0.15%，无逾期担保。 传媒网络为全

资子公司淳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担保1,099.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19,735.06万元的0.5%，无逾期担

保。

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上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达到6,000万元限额，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总额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19,735.06万元的2.73%，且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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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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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的原因

自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

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 号—公

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八项具体会计准备（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新会计准则，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

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

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

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长期股权投资

-103,499,373.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3,499,373.50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8号），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2014年修订）的规定，对基本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单独分类至离职后福利明细项目核算。 同

时，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时有关事业单位人员身份置换为企业人员确认了部分改制费用并确认为其他非流动负债，现根据规

定重分类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4,474,986.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4,474,986.00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7号），本公司根据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将其他非流动负债中属于递延收益部分重分类为递延收益并单独列报。 具体调

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其他非流动负债

-952,979,315.76

递延收益

952,979,315.76

4、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通知》（财会[2014]10号），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该变更对财务报表未产生重大影响。

5、公司根据 《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通知》（财会[2014]6号），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该变更对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6、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通知》（财会[2014]11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的会计政策。 该变更对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7、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通知》（财会[2014]16号），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该变更对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

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关于股东大会审议的安排

因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影响比例未超过50%， 同时对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

权益的影响比例也未超过50%，故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的影响。 保荐机构对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4、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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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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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5年3月27日下午1:30在杭州市西湖区莲花街莲花商务

中心A座8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监事会认为：该工作报告真实、全面反映了公司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情况，没有异议，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监事会认为：该财务决算报告真实、全面反映了公司2014年的经营状况，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审议通过《2014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表决结果：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监事会认为：虽然本期母公司实现盈利，但存在未弥补亏损，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同时考虑到目前公司的股本规

模，对该权益分配预案表示同意，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审议通过《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报告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5、审议通过《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监事会认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所募集的资金专储于公司指定账户，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则》等有关规定执行，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没有变更投向

和用途，未发生违规使用募集资金而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6、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均为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关联交易

的定价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比较小，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7、审议通过《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监事会认为：该总结报告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情况，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并得到了有效实施，公

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8、审议通过《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监事会认为：公司积极主动承担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不断扩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领域，力求创造更大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9、审议通过《关于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3月31日

华 数 传 媒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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