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2－25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二〇二二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规定，公司对 2021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了梳理，并对 2022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

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统计 

（一）收入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经纪服务

收入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700,010.67 

因公司为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出租交易单元、代销金

融产品、提供代理买卖服务而产

生的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69,650,836.34 

涌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101.18 

长沙涌金（集

团）有限公司 
5098.35 

上海泓成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1,044.59 

上海祥禾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517.47 

上海祥禾涌原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61,4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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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

收入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680,854.60 

因公司为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提供研究咨询等服务而

产生的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049,444.31 

山东通汇嘉泰

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237,735.84 

私募资产

管理业务

收入 

上海聚澄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泓成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等 

6,890,682.27 

因公司为上海聚澄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等关联方认购

公司发行的私募资产管理产品及

服务而产生的收入 

主经纪商

服务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7,591.29 

因公司为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主经纪商服务而产生的收入 

 

（二）支出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咨询服务

费用 

国金涌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6,443,396.05 因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而产

生的费用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4,615,915.27 

 

（三）投资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认购金

融产品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公司

认购国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发行

的基金的账面价

值 为

647,182,108.48

元 

公司为了分散投资风险，优化资

产配置，购买国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发行的金融产品，按市场标

准支付手续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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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涌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公司

认购上海涌铧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的基金的账

面 价 值 为

61,817,477.34

元 

公司为了分散投资风险，优化资

产配置，购买上海涌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发行的金融产品，按市

场标准支付手续费等。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一）与实际控制人以及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涌金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与

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1. 收入 

项目 关联方 预计交易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说明 

经纪服务

收入 

国金基金有限

公司、云南国

际信托有限公

司等关联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价，

预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10,000 万元。但因成交金

额受市场行情走势和投

资决策影响，该业务产生

的收入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因公司为国金基金有限

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等关联方出租交

易单元、提供代理买卖

服务或代销金融产品而

产生的收入 

咨询服务

收入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价，

预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400

万元。但因确定研究咨询

服务需求为客户自主行

为，且受市场行情影响，

该业务产生的收入以实

际发生数计算 

因公司为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提供

研究咨询服务而产生的

收入 

上海纳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 

按公司同关联方签订协

议中约定的标准计提业

绩报酬，但因股权处置、

因公司与上海纳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方

签订协议，为各方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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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实现时间尚不确定，

该项业务收入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股权投资类项目提供咨

询服务而产生的收入，

业绩报酬按投资项目收

益的一定比例计算，在

股权完全处置、实现收

益后支付 

资产管理

业务收入 

涌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上

海聚澄创业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等关联方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价，预

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但因受托关联方的

资产规模以及根据管理

业绩产生的收入尚不确

定，且受市场影响，该业

务产生的收入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因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上海聚澄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等关联方认购公司发行

的资产管理产品及服务

而产生的收入，公司作

为基金管理人将按根据

协议约定收取管理费用

及业绩报酬 

主经纪商

服务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按公司同关联方签订协

议中约定的基金资产净

值等标准计提费用，但因

基金资产净值尚不确定，

该项业务收入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为国金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等关联方提供主

经纪商服务而产生的收

入 

2. 支出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咨询服务

费用 

涌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预计该项支出不超

过 200 万元。但因确定

研究咨询服务需求为

与涉及项目密切相关，

且费用支出期间尚不

因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研究

咨询等服务而产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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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该项业务支出以

实际发生数计算 

3. 投资 

项目 关联方 预计交易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说明 

认购金融

产品 

云南国际信托

投 资 有 限 公

司、国金基金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将参照统一的市场标

准认购或申购相关金

融产品，预计认购金额

不超过 200,000 万元，

发生的委托管理费用

支出不超过 700 万元。

但因成交金额受市场

行情走势和投资决策

影响，该业务产生的支

出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为了分散投资风险，优

化资产配置，并依据《证券

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

法》及公司董事会对自营业

务授权规模，购买云南国际

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

方发行的金融产品，获取投

资收益 

共同投资 

上海涌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 

按公司同关联方签订

协议中约定的投资规

模计算金额，但因共同

投资的项目及协议尚

不确定，该项投资金额

难以预计，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公司按照法规及公司《章

程》要求，并结合市场机遇

与业务需求，与上海涌铧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关联方

发生共同投资行为；参照相

应的行业标准，签订相关投

资协议，分担风险，共享收

益 

场外衍生

品交易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按照公司同关联方签

订协议中约定确定投

资损益，但因投资项目

及协议尚不确定，该项

投资损益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按照法规及公司《章

程》要求，并结合市场机遇

与业务需求，与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等关联方进行

场外衍生品交易等投资行

为；参照相应的行业标准，

签订相关协议，获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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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风险。 

 

（二）与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联营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1、支出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咨询服务

费 

国金涌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预计该项支出不超

过 800 万元。但因咨询

服务情况受业务发展

影响，该项支出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因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等关联方向公司提供

咨询服务而产生的费用 

2、投资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共同投资 
国金涌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将参照市场化情况同

关联方签署共同投资

协议，并有效控制风

险。预计该项投资金额

不超过 120,000 万元。

但因共同投资的具体

项目及协议尚不确定，

该项投资损益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公司按照法规及公司《章

程》要求，并结合市场机遇

与业务需求，与国金涌富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关联方

发生以成立有限合伙企业

为主的共同投资行为，有限

合伙企业致力于汽车金融

领域的资金资产服务业务；

参照相应的行业标准，签订

相关投资协议，分担风险，

共享收益 

 

（三）与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等其他关联

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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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 

项目 关联方 预计交易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说明 

咨询服务

收入 

关联自然人担

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企

业等关联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价，

预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200

万元。但因确定研究咨询

服务需求为客户自主行

为，且受市场行情影响，

该业务产生的收入以实

际发生数计算 

因公司为关联自然人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企业等关联方提供研

究咨询等服务而产生的

收入 

资产管理

业务收入 

关联自然人担

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企

业等关联方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价，预

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但因受托关联方的

资产规模以及根据管理

业绩产生的收入尚不确

定，且受市场影响，该业

务产生的收入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等

关联方认购公司发行的

资产管理产品及服务而

产生的收入，公司作为

基金管理人将按根据协

议约定收取管理费用及

业绩报酬 

 

三、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法人 

1、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在长沙市，注册资本为 9,565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

证券、期货咨询)；日用百货、五金产品、建材、装饰材料、农产品、

化工产品的销售。 

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2、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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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深圳市，注册资本为 1.8 亿元，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及监控化学品)、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

初级农副产品的购销。 

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且与公司控

股股东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3、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2亿元，

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开发,国内贸易(除国家明令禁止经营的商品),

实业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食用农产品的销售(除专项审批外),图

文制作设计,展览展示服务。 

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企

业。 

4、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是 200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2003]33

号文”批准，由原云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增资改制后重新登记的非

银行金融机构，注册地在云南省，注册资本为 12 亿元，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

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

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

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

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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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 

5、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3 亿

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非金融业务）、科技项目开发

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国内贸易（专项、专控商品除外）。 

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企业。 

6、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1 亿

元，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企业。 

7、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注册资本为 3.6 亿元。

本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7%的股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

业务。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

因公司董事赵煜先生、副总裁纪路先生任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亦同本公司构成职务关联关系。 

8、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注册资本为 1.5 亿

元，经营范围包含：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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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9、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9,276.445 万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43.12%的股权。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股权投资管理,金融

产品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

询,计算机系统集成。 

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联营企业。 

10、上海聚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聚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在上海市。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陈金霞女士系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经营范围：创

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 

上海聚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本公司系受同一控制

人控制企业。 

11、上海泓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泓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在上海市。上海

泓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纳米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霞系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经

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咨询。 

上海泓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本公司系受同一控制

人控制企业。 

12、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在上海市。上海

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济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涌金投资控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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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系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本公司系受同一控制

人控制企业。 

13、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在上海市。

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涌

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霞系该合伙企

业的有限合伙人。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本公司系受同一

控制人控制企业。 

14、山东通汇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通汇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山东省济南市，注册资

本为 13 亿元，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以自有资金对

外投资；创业投资（取得相关许可或备案后开展经营，未经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 

因公司董事郭伟先生担任山东通汇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党

委书记、董事长，山东通汇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本公司构成职务

关联关系。 

15、山东通汇嘉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山东通汇嘉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山东省青岛市，注册资

本为 30 亿元，经营范围包含：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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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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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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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通汇嘉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系公司关联方山东通汇资本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司董事郭伟先生担任山东通汇嘉泰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山东通汇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本公

司构成职务关联关系。 

（二）关联自然人 

陈金霞女士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控制公司 26.33%的股份。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证券经纪服务收入：参照市场上同类服务佣金费率定价。 

（二）咨询服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与客户协商定价。 

（三）投行业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与客户协商定价。 

（四）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与客户协商

定价。 

（五）主经纪商服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与客户协商

定价。 

（六）咨询服务费用：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协商定价。 

（七）金融产品销售服务费用：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协商定

价。  

（八）认购金融产品：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认购或申购相关

金融产品并支付管理费等。 

（九）共同投资：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签订相关投资协议，

分担风险，共享收益。 

（十）场外衍生品交易：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签订相关协

议，获取收益，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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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均系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利

于公司拓展业务、增加盈利机会。 

（二）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原则是合理、

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在日常交易过程中，本公司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因此，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

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正常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良影

响。 

六、授权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在预计的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开展相关交易，新签、续签相关协议。 

七、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中与实际控制人以及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

司、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与公司系受同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煜先

生、章卫红女士回避表决，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7名，表决结果：

同意 7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与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联

营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9名，表决结果：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与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企业等其他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伟先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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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表决，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8名，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赵雪媛女士、骆玉鼎先生、刘运宏先生事前审查了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核查了必要的文件资料，沟通掌握了其他相关信

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

就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人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签署的经纪服务协

议、咨询服务协议、私募资产管理业务协议等合同协议的内容合法、

公正、公允，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不会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原

则合理，交易条款公平、公正，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们同意本项议案。 

（三）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其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