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2021-059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控股子公司云赢网络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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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为顺利实现

控股子公司杭州云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赢网络”）购买 Finastra

公司的 Summit 业务、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恒生利融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生利融”）76.01%股权以及补充云赢网络流动资金，拟根据云赢网络经审

计的 2021 年 10 月末的净资产，按照每股 1.4124 元人民币的价格，增资云赢网

络 63,000 万元人民币。云赢网络其他股东均放弃同比例增资权。本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占云赢网络的股权比例拟由增资前的 60%变更为增资后的 98.2835%。公

司本次增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云赢网络的股东宁波高新区云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云汉投资”）为公司关联法人，且放弃同比例增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法人云汉投资累计发

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35,962.08万元。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4 名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金额

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 5%，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交易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股东大会审议不通过

的风险。本次增资后，由于市场、政策及行业环境可能存在变化，可能会导致云

赢网络未来经营状况出现不达预期经营目标的风险。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全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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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日常经营以及当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实现云赢网络购买 Finastra公司的 Summit业务（详见 2021-058号公告）、

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恒生利融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利融”）76.01%

股权以及补充云赢网络流动资金，公司拟对云赢网络增资 63,0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 45,000 万元用于收购 Summit 业务及补充云赢网络流动资金，18,000 万元

用于收购恒生利融 76.01%股权。云赢网络其他股东放弃同比例增资权。公司本

次增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云赢网络的

股东云汉投资为公司关联法人，且放弃同比例增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达到了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云赢网络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注册资本（人

民币元） 
出资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人

民币元） 
出资比例 

恒生电子 12,000,000 60.00% 458,061,116 98.28% 

宁波高新区云汉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云汉投资”） 

7,010,000 35.05% 7,010,000 1.50% 

宁波高新区山赢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山赢投资”） 

990,000 4.95% 990,000 0.21% 

合计 20,000,000 100.00% 466,061,116 100.00% 

备注：云汉投资为恒生电子关联法人，详见关联方介绍。山赢投资为恒生电子 100%

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 

宁波高新区云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309011293K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云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院士路 66号创业大厦 2号楼 4-365室 

https://www.qcc.com/firm/6c513ff0038cf6c5c2a3405ac480bcea.html
https://www.qcc.com/firm/6c513ff0038cf6c5c2a3405ac480bc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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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云汉投资为恒生电子控股子公司杭州云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关

联自然人共同投资的员工持股平台。截至目前，公司关联自然人包括董事彭政纲、

刘曙峰、蒋建圣，职工代表监事谢丽娟及 12 位高级管理人员均直接或间接持有

云汉投资的份额，因而构成恒生电子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名称：杭州云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7WGJ06K 

法定代表人：张国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5年 12月 15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号 12楼 1210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

处理技术、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信息技术、计算机系统集成、互联网技术；承

接：楼宇智能化工程（凭资质经营）；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

业务（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网页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

告（除网络广告发布）；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主营业务：云赢网络主营业务系为金融机构提供金融 IT服务。 

云赢网络的财务数据（经审计）情况： 

财务指标 

云赢网络 

2021 年 10 月 30日/2021年 1-10

月（人民币元） 

2020 年 12月 31日/2020年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3,037,411.60 46,457,484.67 

净利润 2,839,976.22 16,203,524.20 

总资产 45,893,397.64 46,888,581.99 

净资产 28,247,250.30 25,407,274.08 

云赢网络以上财务数据请见浙江南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南方审字 2021【0798】号审

计报告及公司经审计的 2020年年度报告。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经交易各方协商同意，本次公司增资以云赢网络经审计的 2021年 10月末的

净资产为基础，按照每股 1.4124元价格增资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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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增资主要内容。增资方（指恒生电子，下同）将合计以人民币 63,000万

元认购目标公司（指云赢网络，下同）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446,061,116 元。

目标公司其他股东明确同意本次增资扩股，并同意放弃对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

购权。本次增资完成后，恒生电子持有云赢网络的股权比例拟由原来的 60%变更

为 98.2835%。 

2. 交割及付款。交易各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 30 日内完成本次增资扩股所

需的工商变更手续。增资方应于本次增资扩股所需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之日起两

年内视目标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分期缴付其认缴的认购价款总额。 

3. 违约责任。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其他方承担或支付任何费用

或花销、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或损害，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花销、责任、

损失或损害赔偿非违约方，为其进行抗辩并使其不受损害。 

4.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各方同意，因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都将首先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

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杭州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仲裁当事人均有法

律约束力。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 

（一） 增资用于购买 Summit 业务事项（详见 2021-058 号公告）及补充流

动资金共计 45,000 万元。其中用于购买 Summit 业务用途的资金金额约为

42155.1万元人民币，剩余用于补充云赢网络流动资金。 

（二） 增资用于收购恒生电子持有的恒生利融 76.01%股权，共计 18,000万

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恒生利融的目前的主要产品为资金管理系统 Opics，客户群

体主要为中小型银行。云赢网络收购的 Summit 系统同样属于资金管理系统，客

户群体主要为大中型银行。因双方的业务及客户群体存在一定的重叠，为了消除

内部竞争，共享整合两家控股子公司的资产、业务、人员、财务等各项资源，完

善建设公司主营业务领域，云赢网络拟收购恒生电子所持有的恒生利融 76.01%

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恒生利融将成为云赢网络控股子公司。 

本次收购前后，恒生利融股权结构变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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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赢收购前 云赢收购后 

恒生利融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

本（人民币

元） 

出资比

例 
恒生利融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

本（人民币

元） 

出资比

例 

恒生电子 90,000,000 76.01% 云赢网络 90,000,000 76.01% 

杭州恒新聚创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恒

新聚创”） 

28,400,000 23.99% 恒新聚创 28,400,000 23.99% 

合计 118,400,000 100.00% 合计 118,400,000 100.00% 

备注：恒新聚创为恒生利融员工持股平台，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恒生利融的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情况 恒生利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KDFGR3C 

注册资本 1184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21年 1月 20日 

法人代表 范径武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光通信

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人工智能硬件销

售；通信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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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恒生利融主要产品为资金管理系统 Opics，主要为中小型银行提供资金业务解决方案 

 

恒生利融财务情况（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0 月末/2021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8,839,624.96 

总资产 152,484,874.36 

净资产 150,056,960.81 

（2）交易内容。经交易各方谈判协商一致，云赢网络拟收购恒生电子持有

的恒生利融 76.01%股权，交易对价为 18,000 万人民币（定价依据为 2021 年 6

月恒生电子投资恒生利融时的投资成本）。 

上述交易完成后,云赢网络与恒生利融的股权结构分别拟变更如下： 

云赢网络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恒生电子 458,061,116 98.2835% 

宁波高新区云汉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10,000 1.5041% 

https://www.qcc.com/firm/6c513ff0038cf6c5c2a3405ac480bcea.html
https://www.qcc.com/firm/6c513ff0038cf6c5c2a3405ac480bc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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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新区山赢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00 0.2124% 

合计 466,061,116 100.00% 

恒生利融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云赢网络 90,000,000 76.01% 

恒新聚创 28,400,000 23.99% 

合计 118,400,000 100.00% 

七、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增资云赢网络目的系为云赢网络收购 Summit 业务以及后续的流动

资金、收购恒生利融 76.01%股权提供所需的资金。收购 Summit业务有助于公司

补充资金市场产品线，较快提升公司在复杂衍生品、结构性产品的解决方案能力，

并以此为基础研发适合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先的资金市场全面解决方案，拉大

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快速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对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有较大

的帮助。 

收购恒生利融 76.01%股权有助于消除内部控股子公司之间的竞争，共享整

合两家控股子公司的资产、业务、人员、财务等各项资源，完善建设公司主营业

务领域，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

效率。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股东大会审议不通过的风

险。本次增资后，由于市场、政策及行业环境可能存在变化，可能会导致云赢网

络未来经营状况出现不达预期经营目标的风险。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

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日常经营以及当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八、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6日召开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资控股子公司云赢网络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彭

政纲、刘曙峰、蒋建圣等 3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公司的 4名独立董事事先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关于本议案的汇报，并事先审阅

了公司递交的本议案及相关材料，认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和制度的规

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https://www.qcc.com/firm/7edc64087d23788afd34c0d1bf6f7a23.html
https://www.qcc.com/firm/7edc64087d23788afd34c0d1bf6f7a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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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云赢网络顺利收购summit业务以及与恒生利

融进行整合，有助于公司补充资金市场产品线，较快提升公司在复杂衍生品、

结构性产品的解决方案能力，并以此为基础研发适合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先

的资金市场全面解决方案，拉大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快速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

力；有助于更好地规范控股子公司之间的竞争，共享整合两家控股子公司的资

产、业务、人员、财务等各项资源，完善建设公司主营业务领域，提高市场竞

争力；有利于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彭政纲、刘曙峰、蒋建圣

等3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以云赢网络净资产作价，定价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增资云赢网络有利于顺利实现云赢网络收购Summit业务以及与恒

生利融进行整合，有助于公司补充资金市场产品线，较快提升公司在复杂衍生

品、结构性产品的解决方案能力，并以此为基础研发适合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

领先的资金市场全面解决方案，拉大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快速提升公司的市场

竞争力；有助于更好地规范控股子公司之间的竞争，共享整合两家控股子公司

的资产、业务、人员、财务等各项资源，完善建设公司主营业务领域，提高市

场竞争力；有利于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公司以

云赢网络净资产价格增资入股，定价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函；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5、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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