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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9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2016－1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二〇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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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了梳理，并对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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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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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31,5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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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5,641.69 

涌金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095.87 

咨询服务

收入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4,104,9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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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436.89 

上海涌金理财

顾问有限公司 
38,787.41 

公司与上海涌金理财顾问有限公

司签订协议，为其参与股权投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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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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客户

资产管理

业务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公

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

员等 

26,709,815.48 
因公司为关联方提供集合资产管

理服务而产生的收入 

直投业务

收入 

上海国金鼎兴

一期股权投资

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 

19,167,180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鼎兴投资有

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而收取的

管理费收入 

主经纪商

服务收入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5,808,717.47 因公司为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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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7,336,070.98 

（二）支出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房屋租赁

费用 

涌金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70,000 

因分公司上海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

租入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位

于北京市金融街投资广场房屋而产

生的租金费用。租赁期自 2015年 5

月 1日至 2016年 4月 30 日 

咨询服务

费用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542,829.90 

因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提

供咨询服务而产生的费用 

（三）投资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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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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9,480.10 元；

认购国金基金有限

公司专户子公司发

行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 划 账 面 价 值 为 

218,504,169.87 元 

公司为了分散投资风险，优化

资产配置，购买国金通用管理

有限公司等发行的金融产品，

按市场标准支付手续费等。其

中，在公司认购的国金基金有

限公司专户子公司发行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中，关联方上海

国金鼎兴一期股权投资基金中

心（有限合伙）亦持有该资管

计划份额，故该交易同时构成

了共同投资 

共同投资 

上海涌裕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500,000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鼎兴投资

有限公司与上海涌裕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上海

翼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

共同投资 

上海涌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6,903,000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鼎兴投资

有限公司与上海涌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对深圳英博科技产业

培育有限公司、深圳英智剑桥

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及深圳英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进行了共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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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450,000,000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鼎兴投资

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

的宁波鼎亮博恒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与涌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

的上海涌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共同持有宁波鼎

智金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的有限合伙份额，构成共

同投资 

其他投资

损益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30,549.41 

公司与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展收益互换交易而产生的投

资损益 

 

二、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一）与实际控制人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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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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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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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万元。但因成交金

因公司为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出租

交易单元、提供代理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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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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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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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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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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与上海纳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陈金霞

等关联方签订协议，为

各方参与股权投资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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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客户

资产管理

业务收入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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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服务而产生的

收入 

直投业务 云南国际信托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价，预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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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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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市

场机遇参与设立直投业

务基金，并作为基金管

理人根据合同约定收取

管理费用及业绩报酬 

主经纪商

服务收入 

云南国际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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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云南国际信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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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租赁

费用 

涌金实业（集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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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万元。但因租赁

情况受业务发展影响，

该项支出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因公司租赁涌金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物业

而产生的租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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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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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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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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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60,000 万元，

发生的委托管理费用

支出不超过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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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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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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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互换交易等投资行为；

参照相应的行业标准，签订

相关协议，获取收益，承担

风险。 

 

（二）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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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行业务

收入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价，

根据公司与清华控股有

因公司为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提供投行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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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签订的投行业务

协议确定承销费等收入

金额。但因上述投行业务

协议尚不确定，该项业务

收入尚难以预计，该业务

产生的收入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而产生的收入 

资产管理

业务收入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价，根

据公司与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签订的资产管理业

务协议约定标准收取相

应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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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受行情影响，该

业务产生的收入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因公司为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提供资产管理业务

服务而产生的收入 

 

2、投资 

项目 关联方 预计交易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说明 

共同投资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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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华控股有

限公司发生共同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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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投资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按照公司同清华控股

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中

公司按照法规及公司《章

程》要求，并结合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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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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业务需求，与清华控股有

限公司进行收益互换交易

等投资行为；参照相应的行

业标准，签订相关协议，获

取收益，承担风险。 

 

（三）与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联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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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等关联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价，

预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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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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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为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提供

研究咨询服务而产生的

收入 

受托客户

资产管理

业务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价，预

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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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受行情影响，该业务产

报告期内，国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已持有公司

发行的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产品，2016 年内可能

发生退出相应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也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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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收入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认购或申购其他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事项，公司

将按统一的资产管理业

务合同标准收取相应费

用 

直投业务

收入 

上海国金鼎兴

一期股权投资

基金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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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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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鼎

兴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市

场机遇参与设立直投业

务基金，并作为基金管

理人根据合同约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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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公司同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关联方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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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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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咨询

服务而产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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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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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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万元，

发生的委托管理费用

支出不超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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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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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国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金融

产品，获取投资收益 

其他投资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按照公司同国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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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等关联方进行

收益互换交易等投资行为；

参照相应的行业标准，签订

相关协议，获取收益，承担

风险。 

 

（四）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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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客户 公司董事、监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价，预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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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

业务收入 

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等关联方 

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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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受行情影响，该业

务产生的收入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

关联方已持有公司发行

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

品，2016 年内可能发生

退出相应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也可能发生认购

或申购其他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事项，公司将按

统一的资产管理业务合

同标准收取相应费用 

 

三、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法人 

1、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深圳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

亿元，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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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亿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收购、

兼并、资产重组的策划；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及人员培训；

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

服务；高科技企业孵化。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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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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 亿元，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旅游资源开发、国内贸易（除国家明

令禁止经营的商品）、室内装潢、实业投资咨询、农业产品的购销（除

专项审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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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亿元人民币，经营

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它财产

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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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资产为他人提供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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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的其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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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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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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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万元，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除

股权投资），市场营销策划，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专项审批除

外），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及其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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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涌金理财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涌金理财顾问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500 万元，经营范围：财经投资咨询，股份制改制咨询，企

业理财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上海涌金理财顾问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企

业。2016 年 3 月，上海涌金理财顾问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已转让至

非关联方，自此，上海涌金理财顾问有限公司不再是公司关联方。 

8、上海涌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涌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在上海市，认缴

出资总额为 10,001 万元，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 

上海涌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企业。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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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亿元

人民币。本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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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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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联营企业。 

10、上海国金鼎兴—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国金鼎兴—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为以有限合伙

形式设立的并购基金，注册地为上海市。本公司子公司国金鼎兴投资

有限公司是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之一，持有权益比例 13.17%。上海

国金鼎兴—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代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企

业营销策划。 

上海国金鼎兴—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同本公司系联

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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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统

一定价收取。 

（四）直投业务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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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费用：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与交易方协商定

价。 

（七）咨询服务费用：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与客户协商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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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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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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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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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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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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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本议案 3 名关联董事金鹏先生、徐迅先生、曹远刚先生回

避表决，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6名，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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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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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王瑞华先生、贺强先生、雷家骕先生事前认可了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人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涌金理财顾问有限公司、陈金霞等

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证券经纪服务协议、基金认购合同等协议内容

公正、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董事会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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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二〇一五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