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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证股份”）与

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科技”）签订《技术服务合作协议》，

为平安科技软件开发及测试提供相应技术服务，配备相应等级、技能的技术人员。

预计签订合同总额为 1,800 万元（人民币元，以下同），实际结算金额以双方另

行签署的协议或确认的结算单为准。 

 公司与参股公司港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融科技”）签订《业

务合作框架协议》，预计公司向港融科技采购服务费用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港融科技向公司采购服务费用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定价原则上不高于同类业务市场价格，实际结算金额以双方实际签署的业务合同

为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平安科技、港融科技就日常经营

业务及技术服务等事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如下： 

（1）鉴于公司具有丰富的技术开发经验，可为平安科技提供金融 IT 行业的

技术开发服务，满足平安科技金融科技解决方案的技术服务需求，平安科技拟与

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作协议》，公司为平安科技软件开发及测试提供相应技术

服务，配备相应等级、技能的技术人员。根据市场价格及预计的工作量，预计签

订合同总额为人民币 1,800 万元，实际结算金额以双方另行签署的协议或确认的

结算单为准。 

（2）鉴于港融科技为证券基金行业金融监管和数据应用等领域的专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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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与港融科技在软件产品服务、软件服务人力资源外包、

软件产品技术开发、软件产品销售、软件产品运维管理业务进行合作，公司拟与

港融科技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市场价格及预计的工作量，预计公司

向港融科技采购服务费用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港融科技向公司采

购服务费用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定价原则上不高于同类业务市场

价格，实际结算金额以双方实际签署的业务合同为准。 

2、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司原董事黄宇翔先生（已于 2022 年 6 月辞职）为平安科技董事长、总经

理。除此之外，平安科技与公司及公司股东李结义、杜宣、赵剑、徐岷波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港融科技为公司联营企业，公司董事长、总裁李结义先生和高级副总裁王海

航先生为港融科技的董事，除此之外，港融科技与公司及公司股东杜宣、赵剑、

徐岷波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以上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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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平安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2975038T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HUANG YUXIANG 

注册资本：531031.58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 年 05 月 30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23 楼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设计、技术咨询及相关技

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维护；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批



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信息咨询、技术推广、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数据处理，数据库服务，软件租赁、软件销

售及技术服务、支持软件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系统基础设施销售及技术服务；从

事广告业务；家具及家居用品、家电和数码产品及其配件、照相器材、厨卫用具、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鞋帽及箱包、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及器

材、玩具、日用百货、汽车用品及汽摩配件、五金制品、的网上零售、批发、进出

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相关配套业。 

股权结构：深圳平安金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2.34%股权，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7.66%股权。 

公司原董事黄宇翔先生（已于 2022 年 6 月辞职）为平安科技董事长、总经理。

除此之外，平安科技与公司及公司股东李结义、杜宣、赵剑、徐岷波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资产总额 1,591,533.73 1,498,723.47 

资产净额 627,283.91 656,372.66 

营业收入 707,959.54 455,274.01 

净利润 55,923.15 42,754.82 

 

（二）港融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港融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9622101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梁松光 

注册资本：6,122.449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8 月 14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前湾一路 63 号万科前海企业公

馆 18 栋 B 单元 1 层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

成；信息系统的技术开发及相关技术服务；信息系统的租赁（不含融资租赁）。

（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人力外包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香港交易所（中国）有限公司 3,122.449  51.00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29.40 

宁波众创投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  19.60 

合计 6,122.449 100.00 

港融科技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成立，主要业务为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等，为金融行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监管和数据应用信

息技术解决方案。 

港融科技是公司联营企业，公司董事长、总裁李结义先生及高级副总裁王海

航先生是港融科技的董事。除此之外，港融科技与公司及公司股东杜宣、赵剑、

徐岷波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5,749.98 5,690.02 

净利润 -355.46 409.81 

总资产 29,627.48 29,677.47 

负债合计 5,062.55 4,702.74 

所有者权益 24,564.93 24,974.73 

注：2021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平安科技签订的《技术服务合作协议》 

委托方（甲方）：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合作方式：乙方应依据甲方要求，为甲方软件开发及测试提供相应技术

服务。服务期内，乙方委派的技术服务人员的具体工作内容由甲方根据实际需要



安排，包括但不局限于需求分析、架构设计、软件编码、软件测试、软件上线和

软件维护、相关文档的编写等。 

2、服务期限及地点：本协议有效期为 2022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19 日止。合同执行期满，甲方视乙方服务情况及甲方需求决定是否续签或调整

续签金额。服务执行地点为甲方认可的地点。 

3、费用计算及支付方式：甲方根据乙方服务人员实际发生工作量及基准价

进行核算，根据预估的工作量，合同总额预计为¥18,000,000.00 元（大写：人民

币壹仟捌佰万元整），实际结算金额以双方另行签署的协议或确认的结算单为准。 

4、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均应认真履行本协议，并严格执行各自的义务，若

由于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须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甲乙双方任

何一方在执行合同中或在与执行合同有关的方面，因自身或其工作人员的错误或

疏漏导致的损失、责任、成本和费用，应由责任方全额承担。 

5、知识产权：乙方服务人员在本协议项下完成的工作成果的所有权和知识

产权等有关权益归甲方所有。乙方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作底稿的所

有权和知识产权等有关权益归甲方所有。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甲方提供给乙方

或授权给乙方使用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资料、工作方法、样本、表格、

数据表、数据库、其他电子工具、设计方案图纸、各种说明书、程序代码、测试

数据资料、计算机软件、技术诀窍以及其他技术文档，乙方不得在履行本协议之

外使用。 

6、协议效力：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之后生效，本协议是双方合作需遵守的

框架协议，本协议的具体执行以实际结算订单为准。 

 

（二）与港融科技签订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甲  方：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港融科技有限公司     

1、业务合作模式：软件产品服务模式、软件服务人力资源外包模式、软件

产品技术开发模式、软件产品销售模式、软件产品运维管理模式。 

2、定价依据及支付方式 

2.1 软件产品服务模式定价依据：甲方根据乙方实际提供服务的工作量及基

准价进行核算，根据预估的工作量，进行费用计算。 



2.2 软件服务人力资源外包模式定价依据：甲方根据乙方安排的服务人员类

别及服务期限进行费用计算。 

2.3 软件产品技术开发模式定价依据：甲方根据乙方的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

进行费用计算。 

2.4 软件产品销售模式定价依据：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设备及挂历系统功能

清单进行费用计算。 

2.5 软件产品运维管理模式定价依据：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维护服务起始日

期进行费用计算。 

上述业务合作模式所涉及交易，参考市场价格及预计工作量，甲方向乙方采

购服务费用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大写：陆仟万元整），乙方向甲方

采购服务费用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整），定价原则

上不高于同类业务市场价格，实际结算金额以双方实际签署的业务合同为准。 

3、服务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为 2022 年 12 月起至 2023 年 11 月止。 

4、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均应认真履行本协议，并严格执行各自的义务，若

由于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须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5、合同生效及终止：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盖章后

生效。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平安科技签订的《技术服务合作协议》、与港融科技签订的《业务合

作框架协议》，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照同类合同类比评估后确定价格，定价

原则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鉴于公司具有丰富的技术开发经验，可为平安科技提供金融 IT 行业的技术

开发服务，满足平安科技金融科技解决方案的技术服务需求，公司为平安科技软

件开发及测试提供相应技术服务，配备相应等级、技能的技术人员。 

港融科技是公司的联营企业，是证券基金行业金融监管和数据应用等领域的

专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具备丰富的信息系统整合经验和成熟的技术开发平

台。公司与港融科技在软件产品服务、软件服务人力资源外包、软件产品技术开



发、软件产品销售、软件产品运维管理业务进行合作。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符合正常商业条款及公平、互利

原则；该等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十四次会议，关

联董事李结义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7 位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范围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

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须，符合正常商业条款及公平、互利原则；

该等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已按规范正常履行相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由各方平等协商定价，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核查情况，平安证券对金证股份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金证股份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金证股份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金证股份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