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1928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2020-002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凤凰版教材交易方式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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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事项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了优化凤凰传媒母公司（以下简称“总部”）凤凰版教材的印制业务流程，
提升印制环节效率，凤凰传媒拟对总部凤凰版教材的印制流程进行优化，对总部
与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文贸”）以及江苏凤凰新华
印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
司和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等四家印刷企业（以下简称“四家印企”）的凤
凰版教材交易方式进行调整。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属于重大资
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凤凰文贸及四家印企与凤凰传媒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等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与公司《章程》，本次
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市中央路 27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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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905.2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机动车辆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代理,预包装食的批发与
零售,纸、纸制品、木浆、化纤浆粕、印刷工业专用设备、印刷器材、电子产品及
通信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钢材、文化办公机械、百货、
机电产品、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汽车销售,电子照排,仓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会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理,初级农产品的销售及加工,石油制品、
焦炭、塑料制品、三类医疗器械及设备、农业机械设备、废旧金属的销售,停车场
管理服务,化肥销售,煤炭销售,家用电器、化妆品、美容美发用品的销售,社会经
济咨询，燃料油（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和机油销售，危险化学品销售（按危
化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矿产品，文具用品，玩具经营。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二）江苏凤凰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 399 号
注册资本： 35,22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印刷材 料、
印刷设备零配件，金属材料的销售，印刷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数字 化处理、
存储、管理，物资配送。境内劳务派遣，设备租赁、房屋租赁。纸及 纸制品加工
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纸制品的批发、零售。以数
字印刷方式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增值电信业务，
普通道路货物运输，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销售。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三）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希望大道中路 70 号
注册资本：2,155 万元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切纸加工；
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印刷品广告；印刷材料及纸制品批发零售；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四）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扬州江阳工业园区蜀岗西路 9 号
注册资本：3,500 万元
经营范围：书刊印刷；票证印刷；彩印包装；道路货运经营；电脑制版、输
出；设计、制作、发布印刷品广告；商标、装潢设计；印刷材料销售；纸制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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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与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印刷设备租赁服务。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五）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牡丹村 6 号
注册资本：1,000 万
经营范围：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印刷器材、纸张销
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普通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三、交易方式变更情况
目前，凤凰传媒总部凤凰版教材印制所涉及的印刷加工劳务、纸张分别由总
部向四家印企和凤凰文贸采购。为了优化总部凤凰版教材的印制业务流程，提升
印制环节工作效率，更好地完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任务，凤凰传媒拟不再
向凤凰文贸采购总部凤凰版教材印制所需纸张，改由四家印企向凤凰文贸采购纸
张加工生产成图书，凤凰传媒与四家印企的交易性质由原采购劳务变更为采购图
书，图书的交易价格为纸张采购价与印装工价之和，纸张采购价和印装工价的计
价方式及标准不变。
四、交易方式变更影响
由于印刷劳务和纸张的增值税税率均为 13%，图书的增值税率为 9%，交易方
式调整后凤凰传媒的营业成本、增值税征收返还金额等将会出现变化。为了便于
说明问题，对 2019 年涉及业务进行模拟采购方式变更情况下的测算。具体情况详
见下表（表中 2019 年发生金额为初步核算结果，未经审计）：
单位：元
调整前 2019 年金额

调整后 2019 年同口径模拟金额

单位 实际交易金额
（含税）

营业成本

新华
印务

23,858,400.00

21,107,807.11

2,750,592.89 64,618,225.06

59,282,775.28

盐城
印刷

5,659,496.84

4,942,075.42

717,421.42 16,301,111.86

扬州
鑫华

3,835,422.00

3,394,178.79

通达
印刷

10,156,086.45

8,885,817.08

印企
小计

43,509,405.29

凤凰
文贸

79,274,405.27

合
计

122,783,810.56

取得进项税 交易金额（含
模拟取得进项
模拟营业成本
抵扣
税）
税额抵扣

变化情况
进项税额变化

增值税退税额
变化

5,335,449.78 38,174,968.17

2,584,856.89

-2,584,856.89

14,955,148.49

1,345,963.36 10,013,073.07

628,541.94

-628,541.94

441,243.21 15,731,591.40

14,432,652.66

1,298,938.74 11,038,473.87

857,695.53

-857,695.53

1,270,269.37 26,132,882.24

23,975,121.32

2,157,760.92 15,089,304.24

887,491.55

-887,491.55

38,329,878.40

5,179,526.89 122,783,810.56 112,645,697.76

10,138,112.80 74,315,819.36

4,958,585.91

-4,958,585.91

69,512,272.56

9,762,132.71

-69,512,272.56

-9,762,132.71

9,762,132.71

4,803,546.80

-4,803,546.80

4,803,546.80

107,842,150.96 14,941,659.60 122,783,810.56 112,645,6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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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8,112.80

成本变化

经模拟测算，采购方式变更前后，凤凰传媒就总部凤凰版教材与四家印企和
凤凰文贸发生的实际交易金额（含税）均为 122,783,810.56 元，没有变化。变更
后，凤凰传媒总部预计增加营业成本 4,803,546.80 元，取得进项税额预计减少
4,803,546.80 元，缴纳的增值税额预计增加 4,803,546.80 元，城建税和教育费
附加预计增加 576,425.62 元。
根据财税[2018]53 号，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专为少
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期刊、中小学的学生课本等出版物在出版环节实行增值
税 100%先征后退政策，凤凰传媒总部调整后多缴纳的增值税税款可以申请退还，
增加其他收益 4,803,546.80 元，与营业成本增加额相等。
如税收政策到期后不能延续，导致凤凰传媒增值税返还减少，由四家印企根
据实际减少金额以折让的形式向凤凰传媒支付。由于交易模式变更增加凤凰传媒
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由四家印企按照实际发生数以折让形式向凤凰传媒支付。
综上所述，交易方式变更不影响凤凰传媒相关业务的实际交易金额（含税），
虽增加了凤凰传媒的营业成本和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但是可以通过增值税返还、
支付交易折让等方式抵消，从长期来看，对凤凰传媒的损益不产生影响。

五、协议主要条款
（一）采购与交付：凤凰传媒向四家印企发出委托书和发印单，对采购价格，
数量，品牌和规格，发货时间、包装标准等进行确定。四家印企通过江苏凤凰文
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购进教材生产用纸张，四家印企按凤凰传媒要求的时间、质
量等安排生产。教材生产、包装完毕后，由四家印企送至凤凰传媒指定地点，双
方共同进行产品验收，凤凰传媒在验收合格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四家印企开具《收
书单》，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二）产品定价基础：考虑到凤凰版教材生产印制惯例和特点，双方约定以
以下两个部分作为产品定价基础，一是，产品所用纸张采购价格参照江苏凤凰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纸张采购招标确定的价格执行；二是，产品涉及工价
按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发布的《关于核定我省中小学教材印张
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苏价费【2018】64 号）以及江苏省印刷行业协会 2019
年 5 月 22 日发布的《江苏省教材印刷指导工价（试行）》执行。
（三）特别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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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期间，四家印企应免费提供相关产品的基本信息（必须含有书名、ISBN
号、版本、分类号、价格、出版者、作者、译者/编者、开本、页数、装帧、出版
日期、内容提要、读者对象等字段信息），作为凤凰传媒采购决策参考依据；同时
保证其所提供的上述商品信息合法且不存在任何侵犯他人权利的内容，否则四家
印企应承担因此而给凤凰传媒造成的相应损失。
2.凤凰传媒依据财税【2018】53 号文，享有增值税优惠政策，如关于增值税
优惠的政策发生变化导致凤凰传媒与本合同相关业务增值税返还减少，四家印企
须保障凤凰传媒利益不受损失，于次年 1 月根据上年实际发生额以折让的形式一
次性清算。
3.凤凰传媒因本合同相关业务缴纳的城建税及附加净增加部分由四家印企承
担，四家印企于次年 1 月根据上年实际发生额以折让的形式一次性清算。

六、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将关于变更凤凰传媒总部凤凰版教材交易方式暨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于2020年4月16日发表了独立
意见：公司对教材交易方式的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相关业务的实际交易金额，也
不会对公司损益造成损害。本次交易定价方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
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在董事会审批权
限内。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凤凰传媒总部凤凰版教材交易方式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梁勇、孙真福、王译萱、单翔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七、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交易方式调整后，凤凰传媒与四家印企均以市场同期同类产品价格为基础确
定（印刷执行指导价，纸张执行公开招标价），价格公允合理。采购方式变更不影
响凤凰传媒相关业务的实际交易金额（含税），也不影响凤凰传媒的损益，未损
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八、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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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相关事项事前认可的意见；
3、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凤凰版教材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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