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和软件”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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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润和软件 2021 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了如下核查意见： 

一、日常关联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度，因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与北京蚂蚁云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金融云”）及其关联方产生服务销售关联交

易，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0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江

苏润和南京软件外包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包园公司”）将与江苏润和

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产生房屋租赁关联

交易，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60.00 万元人民币。预计 2021 年度，公司

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 2,36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

周红卫、朱超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批。 

（二）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1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1 年度与蚂蚁金融云及其关联方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目前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方销

售服务 

蚂蚁金融云

及其关联方 

软件开发及运维服

务、产品实施及运

维服务、科技平台

运营服务 

参照市场

价格 
2,000.00 453.95 1,185.82 

向关联方采

购服务 

蚂蚁金融云

及其关联方 

软件开发及运维服

务、产品实施及运

维服务、科技平台

运营服务 

参照市场

价格 
0.00 0.00 33.02 

合计 _ — 2,000.00 453.95 1,218.84 

2、2021 年度与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目前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方

提供房屋

租赁 

润和投资 房屋租赁 
参照市场

价格 
100.00 20.19 542.30 

南京慧通婴

幼儿保育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 

参照市场

价格 
160.00 38.50 156.40 

向关联方

租赁房屋 

江苏润联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房屋租赁 
参照市场

价格 
100.00 24.01 0.00 

合计 _ — 360.00 82.70 698.70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2020 年度与蚂蚁金融云及其关联方实际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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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销售

服务 

蚂蚁金融云

及其关联方 

软件开发及运维

服务、产品实施

及运维服务、科

技平台运营服务 

1,185.82 2,000.00 0.48 -40.71 

2020 年 4 月

28 日于巨

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20-048 

向关联

方采购

服务 

蚂蚁金融云

及其关联方 

软件开发及运维

服务、产品实施

及运维服务、科

技平台运营服务 

33.02 1,000.00 0.14 -96.70 

2020 年 4 月

28 日于巨

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20-048 

合计 — 1,218.84 3,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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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与变化情况适时调

整采购、策略、渠道等，同时鉴于日常性交易发生具有持续性，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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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因此预计数据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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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与变化情况适时调

整采购、策略、渠道等，同时鉴于日常性交易发生具有持续性，

主要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因此预计数据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2、2020 年度与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实际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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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房屋

租赁 

润和投资 房屋租赁 542.30 820.00 13.05 -33.87 

2020年4月

28 日于巨

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20-048 

南京慧通婴

幼儿保育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 156.40 180.00 3.76 -13.11 

2020年4月

28 日于巨

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20-048 

合计 — 698.70 1,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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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相关关联方根据实际经营安排和发展情况，调整了租赁场

地规模，房屋租赁金额主要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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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相关关联方根据实际经营安排和发展情况，调整了租赁场

地规模，房屋租赁金额主要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具有其合

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北京蚂蚁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27302801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倪行军 

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15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北里西区 28 号楼 3 层 306 号 

经营范围：金融信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产品设计；经济贸易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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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

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云计算、安全风

控、云服务的技术研究及技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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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说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云鑫”）持有公司 5.00%的股份，上海云鑫和蚂蚁金融云均为蚂

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受同一控制的主体。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公司与蚂蚁金融云及其关联方的日常交易

均为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蚂蚁金融云及其关联方均依法注册成立，合法存续且

经营正常，不存在无法正常履行预计交易的风险。 

2、江苏润和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94647801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红卫 

成立日期：2009 年 11 月 27 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168 号 2 幢西九楼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日用百货批发与

零售；初级农产品初加工及销售；电子产品、建材销售；电子产品技术研发；电



子产品加工；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

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说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润和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

周红卫与姚宁合计持有润和投资 76.80%的股份，为润和投资实际控制人；南京

慧通婴幼儿保育有限公司为润和投资全资子公司江苏慧通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江苏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润和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公司与上述公司均构成关联方，公

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外包园公司与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房屋租赁交易均为

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均依法注册成立，合法存续且经

营正常，不存在无法正常履行预计交易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公司与蚂蚁金融云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为蚂蚁金

融云及其关联方提供软件开发及运维服务、产品实施及运维服务、科技平台运营

服务等。上述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

参照市场价格，经双方一致协商确定。上述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定

价原则，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公司与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及外包园公

司与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进行房屋租赁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以市场

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与关联方确定交易价格，

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与关联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确



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状况，2021 年度，公司预

计与蚂蚁金融云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0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及其全

资子公司外包园公司与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60.00 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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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是

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

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

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根据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

我们事前对公司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日常关联交易做了审查，我们认为：公司与

蚂蚁金融云及其关联方、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建立在公平自

愿、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有其必要性，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除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外，不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与蚂蚁金融云及其关联方、润和投资及其关联方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建立在在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是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



有其必要性，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日常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未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未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该等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未损害股东利益。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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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李 琦  彭松林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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