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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发展”、“公司”）2020 年度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高新发展拟转让控股子

公司倍特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期货”）控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

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构建智慧城市方案解决和数据运营并以此向高科技领域转型的发

展战略，期货业务不是公司的发展重点。为将资金、精力等各种资源聚焦公司转

型发展战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按照国有企业

监管规定，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倍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倍特

投资”）和成都高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资管”）拟同时以非

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合计持有的倍特期货 55%股权以 43,750.762 万元价格转让

给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交子金控集团”），其中公司

以 167.048 万元转让持有的倍特期货 0.21%股权，倍特投资以 32,653.978 万元

转让持有的倍特期货 41.05%股权，高投资管以 10,929.736 万元转让持有的倍特

期货 13.74%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后，成都交子金控集团将持有倍特期货 55%的股

权，取得其控制权。 

转让后的倍特期货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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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高投资管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

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任正先生、李小波先生、冯东先

生需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各方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审批通过，尚需获得倍特期货股东

会、本公司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复、批准或核准。 

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公司控股子公司倍特投资持有倍特期货的股权比例将

下降至 33.75%，倍特期货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成都高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三）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锦城大道 539 号 B

座 1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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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定代表人：阙润林 

（五）注册资本：108,000 万元人民币 

（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25397906N 

（七）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物业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

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具

用品零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玩具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珠宝

首饰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办公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箱包销售；家具

销售；家居用品销售；鞋帽零售；灯具销售；化妆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厨具

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皮革制品销售；

皮革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木材销售；乐器零售；音响设备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理；广告制作；

广告设计、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机械设备租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网络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专业

设计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企业形象策划；餐饮管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玩具、

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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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出版物零售；营业性演出；餐饮服务【分

支机构经营】；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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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八）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投资管为高投集团全资子公司 

（九）高投资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十）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是资产经营管理等。 

（十一）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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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72,607,037.29 5,651,888,209.40 

负债总额 3,996,082,507.79 4,819,645,974.36 

净资产 876,524,529.50 832,242,235.04 

 2020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53,158,747.19 425,018,319.63 

净利润 18,240,940.04 -32,842,762.45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倍特期货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三）住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539 号盈创动力大厦 A 座四楼 406 号 

（四）法定代表人：刘国强 

（五）注册资本：32,000 万元人民币 

（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091613033 

（七）成立时间：1993 年 2 月 8 日 

（八）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以上项

目经营期限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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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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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倍特期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不存在为倍特期货提供担保、财务

资助、委托其理财以及其他倍特期货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况。 

（十一）倍特期货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有关倍特期货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十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21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57,760,303.34 2,200,934,107.01 

负债总额 1,677,833,464.14 1,723,595,113.89 

净资产 479,926,839.20 477,338,993.121 

 2021 年 1-3 月（经审计）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282,446.72 86,631,772.82 

净利润 2,587,846.08 18,858,749.66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评估基准日：2021 年 3 月 31 日 

3、评估方法：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进行。在依

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后，最终以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使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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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结论：由于资产基础法是基于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资产

和负债以及可辨认的表外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来估算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的，但未能包含表外且难以辨认的经营资质、人力资源、客户资源、商誉等资

产的价值，即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无法涵盖企业全部资产的价值。而市场法是

从当下资本市场投资者对期货行业公司的认可程度方面反映企业股权的市场价

值，且选取的可比公司从经营模式、业务结构、运营能力方面均有较强的可比性，

故在市场交易公正公平的情况下，市场法能够更加直接的反映企业价值，故以市

场法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倍特期货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截止基准日经审计后的账面价值为

47,992.68万元，评估价值 79,546.84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31,554.16

万元，增值率为 65.75%。 

本次股权转让的《资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21]第 0043 号）已经有权

国资监管机构予以备案。 

（二）交易价格 

经交易各方协商，以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倍特期

货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21]第 0043 号）中

给出的评估价值 79,546.84 万元为定价依据，确定公司转让给成都交子金控集团

的倍特期货 0.2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67.048 万元，倍特投资转让给成都交子金

控集团的倍特期货 41.0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2,653.978 万元，高投资管转让给

成都交子金控集团的倍特期货 13.74%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0,929.736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各方当事人 

甲方 1：成都倍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 2：成都高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 3：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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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甲方 1、甲方 2、甲方 3 合称“甲方”） 

乙方：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 

本协议转让标的为甲方合计持有的倍特期货 5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三）成交金额 

乙方受让标的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43,750.762 万元（大写：肆亿叁仟柒

佰伍拾万零柒仟陆佰贰拾元整）。 

（四）支付安排 

甲乙双方确认，在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 10 个工作日

内，乙方支付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在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的剩余 50%。 

（五）股权交割 

1、甲乙双方同意在交割日后 20 个工作日内对过渡期（评估基准日（含该日）

至交割日（含该日）的期间）内倍特期货的资产损益进行专项审计，交割审计机

构由乙方聘请并经甲方确认。倍特期货在过渡期内发生的损益在交割日后由甲乙

双方按照交割日后的持股比例享有与承担。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后 2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确保倍特期

货完成股权转让所对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在登记机关被登记为标的股权

的唯一所有权人。 

（六）过渡期安排 

本合同过渡期内，甲方对倍特期货及其资产负有善良管理义务。甲方应保证

和促使倍特期货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乙方有权委派一名观察员（下称“观察员”）

对倍特期货的业务和经营管理活动进行跟踪了解。观察员有权列席倍特期货的股

东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以及业务审核会等会议，并有权查阅倍特期货的相

关资料文件，但不享有表决权利。 



8 

 

（七）交易完成后倍特期货的治理架构安排 

交易双方约定，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将对倍特期货董事会、监事会构成进

行调整。 

1、董事会 

股权转让完成后，倍特期货设立董事会，倍特期货的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

其中乙方有权提名 3 名，甲方 1 有权提名 1 名，倍特期货设外部董事 1 名。董

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由乙方提名经董事会选举产生。 

2、监事会 

股权转让完成后，倍特期货设立监事会，倍特期货的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其中甲方 2 提名 1 名，乙方提名 1 名；剩余 1 名为职工监事。同时，设监事会主

席一人，人选由乙方提名，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八）协议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成立，

并在以下所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取决于以下其所适用的先决条件全部成

就及满足或被相关方书面豁免： 

1、各甲方董事会和/或股东、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事

宜； 

2、倍特期货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事宜； 

3、甲方所属国资监管机构及相关有权机构批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事项； 

4、甲方所属国资监管机构对本次股权转让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倍特期货变更股权

事宜。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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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 

本次股权转让不改变倍特期货主体资格和国有控股公司性质，不影响倍特期

货员工劳动合同的依法继续履行。如员工不选择留在倍特期货的，可与本公司（含

各级子公司）协商工作岗位，跟新单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原则上不降低工作条

件；若无适配的岗位，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由倍特期货按照《劳动合同法》

及有关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并从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债权债务转移等情况。 

（三）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标

的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倍特期货

后续股权变更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本次交易不涉及同业竞争问题，也不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倍特投资转让合计持有的倍

特期货 41.26%股权有利于将资源和精力集中投入公司建筑业和智慧城市建设、

运营及相关服务业务，聚焦主业发展，提高公司整体效益。若本次交易在本年内

完成，预计净回收资金约 27,500 万元，获得处置净收益约 8,400 万元；同时，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在丧失控制权日公司对倍特期货剩余股权按照公

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投资收益影响金额约为 6,900 万元，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

年的财务报告审计结果为准。 

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倍特期货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持有倍

特期货剩余股权的会计核算方法将变为权益法核算，鉴于倍特期货营业收入及净

利润占本公司合并报表的比重均较小，会计核算方法的变更对本公司的损益无重

大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高投资管

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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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审议程序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议案，其

中关联董事任正先生、李小波先生、冯东先生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由 6 名非关联

董事表决，并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以及 0 票弃权获得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出具了一致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的

事前认可函并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

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将资源和精力集

中投入主营业务建筑业和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及相关服务业务，聚焦主业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高新发展拟转让控股子公司倍特期货有限公司控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对

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决

策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股东的

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保荐机构对高

新发展实施该等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雨               张宇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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