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深

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之杰”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银之杰 2019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谨慎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银之杰根据实际经营需要，预计 2019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北京华道

征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道征信”）、百可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百可录”）销售商品，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6,100 万元。公司 2018 年度与上述

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682.79 万元。 

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向军、李

军、冯军和刘奕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含税）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含税）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华道征信 

数据服务

/ 技 术 服

务 

市场定价 5,800.00 496.14 2,198.25 

百可录 软件产品 市场定价 300.00 - 6.98 

合 计 6,100.00 496.14 2,205.23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含税） 

预计金额

（含税）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北京华道

征信有限

公司 

数据服务 2,183.12 2,500.00 1.59% -12.68% 

2018 年 8 月

21 日，《日常

关联交易预

计公告》（公

告编号：

2018-048） 

技术服务 15.13 未预计 0.01% 不适用 不适用 

百可录

（北京）

科技有限

公司 

电信服务

费 
6.98 未预计 - 不适用 不适用 

东亚前海

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电信服务

费/金融

设备 

2.87 未预计 - 不适用 不适用 

国誉创富

国际金融

服务（深

圳）有限

公司 

电信服务

费 
0.11 未预计 - 不适用 不适用 

深圳票联

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 

电信服务

费 
0.01 未预计 - 不适用 不适用 

易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电信服务

/技术开

发 

182.30 未预计 0.13% 不适用 不适用 



小计  2,390.52 2,500.00 1.74%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北京华道

征信有限

公司 

数据服务 472.76 800.00 0.50% -40.91% 

2018 年 8 月

21 日，《日常

关联交易预

计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18-048） 

百可录

（北京）

科技有限

公司 

数据服务

费 
4.81 未预计 0.01% 不适用 不适用 

深圳票联

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 

金融设备 0.40 未预计 -   

小计  477.96 800.00 0.51%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

公司在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充分考虑了关联方各类关联

交易发生的可能性，但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是基于实际市

场需求及业务发展情况，较难实现准确的预计。同时公司也会

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适当调整。上述差异均属于正

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因为

公司在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时，严格遵循关联交易的相关规

定同时兼顾经营决策效率，决策程序合法，未发现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华道征信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向军 

注册资本：5,25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31 号院盛景国际广场 3 号楼 1012 室 



经营范围：企业信用征集、评定；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38.10% 

北京创恒鼎盛科技有限公司 1,500 28.57%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50 14.29% 

清控三联创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750 14.29% 

好人好信科技有限公司 250 4.76% 

总计 5,250 100.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道征信总资产 10,205.98 万元，净资产-405.38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2,936.49 万元，净利润-1,905.33 万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道征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拥有其 38.10%股权。公司董事长陈向军先

生担任华道征信董事，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军先生担任华道征信董事，公司董事

刘奕先生担任华道征信董事，公司董事冯军先生担任华道征信总经理。前述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情形，华道征信

为公司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 

华道征信经营情况正常，与其他发起人共同发起成立了百行征信有限公司。

百行征信是目前国内唯一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公司，发

展空间广阔。华道征信自身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业务能力，有清晰的发展规

划，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因此，华道征信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形成坏账的可能

性较低。 

（二）百可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晓地 

注册资本：313.40 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1 号院内 6 号楼（北）三层 321-9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

据中心除外）；计算机系统集成；电脑动画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中介除外）；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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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股权比例 

百可录（香港）有限公司 223.95  71.46% 

北京亿美软通科技有限公司 53.28 17.00% 

北京灵通新纪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6.76  8.54% 

上海绪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0  3.00% 

总计 313.40 100.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百可录总资产 1,981.00 万元，净资产 1,968.46 万

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705.93 万元，净利润-208.86 万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百可录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亿美软通科技有

限公司拥有其 17.00%股权。公司董事冯军先生担任百可录董事。前述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情形，百可录为公司

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 

百可录经营正常，业务处于上升期，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目前不存在导致

公司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根据其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及关联交易类型判断，

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

产经营的正常需要而产生，并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

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后，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

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交易目的主要

是利用各自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提升双方市场

竞争力和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 

以上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

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该交易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因该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上述交易符

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银之杰日常关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该等关联交易事

项时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公司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银之杰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意见，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长江保荐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卫                     曹  霞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