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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0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8-009 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南证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证

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证期货”）拟增加注册资本 14,203 万元，公司

拟与南证期货另一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紫金集团”）

按照对南证期货的现有出资比例，按每元注册资本 1 元的价格，以现金方式认购

其本次增资，其中公司认购 11,306 万元，紫金集团认购 2,897 万元。 

●过去 12 个月内，紫金集团曾对南证期货增资 3,222 万元，增资完成后南证

期货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公司与紫金集团过去 12 个月内发

生的其他关联交易详见公司已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内容。 

●紫金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本次与紫金集团共同对

南证期货增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履行南证期货内部决策程序，并报政府主管部门和证券

监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证期货拟增资扩股，公司拟与南证期货另一股东紫金集

团”）共同对其增资。紫金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

公司本次与紫金集团共同对南证期货增资构成关联交易。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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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南证期货拟增加注册资本 14,203 万元，公司拟与紫金集团按照对南证期货

的现有出资比例，按每元注册资本 1 元的价格，以现金方式认购南证期货本次增

资，其中公司认购 11,306 万元，紫金集团认购 2,897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紫金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系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本次与紫金集团共同对南证期货进行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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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11,30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7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1.21%。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方或

与不同关联方进行的同类别交易累计值未达到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批，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紫金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31.02%的股份，系

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紫金集团于 2008 年 6 月 17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王海涛，公司住所为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7 号金融城一期 10 号

楼 27F，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财务咨询、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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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国有资产投

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紫金集团 100%股权，南京市国有资产投

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南京市国资委作为唯一出资人的国有独资公

司。近年来，紫金集团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重要作用，通过实施“科技+

金融”协同战略，助推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成长，助力南京市创新型经济发展与

地方金融中心建设，最近三年业务经营良好。2017 年度，紫金集团实现营业收

入 41.3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4.37 亿元；截至 2017 年末，紫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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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总资产 595.4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95.14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南证期货于 1995 年 5 月 18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15,797 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夏涛，公司住所为南京市秦淮区长乐路 226 号长乐花园 01 幢 1 号-4，

1 号-7，1 号-8，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

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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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证期货最近 12 个月增资情况 

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紫金集团对南证期货增资 3,222 万元，

增资价格根据经国资监管部门备案通过的评估结果确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及相

关约定，紫金集团需支付增资款合计 6,200 万元。上述增资事项已经江苏证监局

核准，增资款项已经全部支付完毕，并于 2018 年 4 月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上述增资完成后，南证期货注册资本由 12,575 万元增至 15,797 万元，公司

和紫金集团对南证期货的出资额分别为 12,575 万元和 3,222 万元，出资比例分别

为 79.60%和 20.40%，南证期货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截至目前，

南证期货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 

（二）南证期货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南证期货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17 年主要财务指

标及 2018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期末总资产 期末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 年（经审计） 79,743.50 16,534.55 5,317.70 825.00 

2018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 74,345.21 23,118.53 2,180.08 384.95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鉴于本次增资系南证期货现有全部股东按各自出资比例进行同比例增资，增

资完成后南证期货的股东及各自出资比例均保持不变，故增资价格按每元注册资

本 1 元确定，定价公允。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南证期货本次拟增加注册资本 14,203 万元。公司拟与紫金集团按照对南证

期货的现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认购其本次增资，其中公司认购 11,3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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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集团认购 2,897 万元。鉴于本次增资系公司与紫金集团作为南证期货原股东

按现有持股比例对其进行同比例增资，故增资价格按每元注册资本 1 元确定。 

本次增资完成后，南证期货的注册资本将由 15,797 万元增至 30,000 万元，

公司及紫金集团对南证期货的出资比例均保持不变，南证期货仍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南证期货本次增资前后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575.00 79.60% 23,881.00 79.60% 

2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222.00 20.40% 6,119.00 20.40% 

合计 15,797.00 100% 30,000.00 100%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南证期货增资暨关联交易，将增加南证期货资本金，提升其净资本水

平，有利于推动其作为公司期货业务平台的业务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公正、公允，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和

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对南证期货的出资比例不变，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南

证期货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对南证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6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

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与紫金集团作为南证期

货原股东共同对南证期货增资，有利于提升南证期货资本实力，进一步促进公司

期货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增资定价公允、合理。本次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系因公司正常经营需

要而发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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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南证期货本次增资尚需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并报政府主管部门和证券监管

部门核准或备案。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详见前文关于南证期货最近 12 个月增资情况的说明。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南京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