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446

证券简称：金证股份

债券代码：143367

债券简称：17 金证 01

公告编号：2022-070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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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金证金融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暂定名）、金证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资本：股权出资与现金出资相结合，其中金证金融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下同）
，金证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



风险提示：本次设立子公司可能面临管理和人才风险、市场风险和下游
行业周期风险等情况，公司将密切关注全资子公司的设立及后续进展，
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面对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证股份”、
“公司”）为加快实施
公司金融科技发展“三中心、新格局”的战略布局，公司经过前期调研和审慎分
析，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金证金融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心”）
及金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心”），注册资本分别为 30,000
万元、20,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股权出资与现金出资相结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 8 位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投资。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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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1、金证金融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金证金融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
出资方式：1、股权出资：公司拟将持有的北京北方金证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人谷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按照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净资产账面价值 8,456.56 万元的价格认缴 8,456.56 万元注册资本，两家公司
股权划转至北京中心；2、现金出资：21,543.44 万元以现金方式分期出资。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交
流；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服务；信息系统服务；计算
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电子产品的设计、
生产和销售。【以上信息以主管工商部门最终注册核准登记为准】
出资比例：由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出资
2、金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金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
出资方式：1、股权出资：公司拟将持有的上海金证高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
权，按照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净资产账面价值 2,016.07 万元的价格认缴
2,016.07 万元注册资本，股权划转至上海中心；2、现金出资：17,983.93 万元以现
金方式分期出资。
经营范围：计算机应用系统及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安装、维修，电子产品，
通讯器材，机械设备的零售、批发。从事金融数据处理与分析，接受金融机构委
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计算机软件、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以上信息以主管工商部门最终注册核准登记为准】
出资比例：由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出资
（二）股权出资对应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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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北方金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兴东巷 13 号 11 幢 108 室
法定代表人：赵剑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 年 5 月 26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服务、转让、咨询、培训；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
机及外围设备、电讯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办公设备；软件开发。
（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北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股东：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份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1-3 月

总资产

12,003.40

10,415.13

净资产

7,295.35

6,717.58

营业收入

7,388.24

753.32

净利润

1,264.48

-727.10

注：2021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北京北方金证科技有限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人谷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6 号三区 4 号楼 1 层 11-12 室
法定代表人：张海龙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12 日
经营范围：经营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销售
食品；零售药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基础
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项目投资；软件咨询；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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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日用品、避孕器具、通讯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
动自行车）、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机械设备、首饰、家用电器、家具、汽车零配
件、针纺织品、服装、化妆品、卫生用品、花、苗木、工艺品、钟表、眼镜、玩
具、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化肥、化工用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陶瓷制品、塑料
制品、仪器仪表、清洁用品、医疗器械Ⅰ类、水产品、鲜肉、数码产品、乐器、
消防器材、建筑材料、皮具、票务代理。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北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维
孙雅琦

出资比例
90%
5%
5%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1-3 月

总资产

3,939.13

3,402.21

净资产

2,617.02

2,254.91

营业收入

4,586.08

266.71

584.93

-363.28

净利润

注：2021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人谷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上海金证高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 17 弄 3-4 号 B22 室
法定代表人：赵剑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 年 10 月 28 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应用系统及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安装、维修，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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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器材，机械设备的零售、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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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份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1-3 月

总资产

2,888.86

3,295.44

净资产

2,007.30

2,050.48

营业收入

3,518.02

911.17

61.59

43.18

净利润

注：2021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上海金证高科技有限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中心、上海中心是公司金融科技发展“三中心、新格局”战略布局的重
要实施。设立北京中心，可以有效整合并协同公司在北京的资源和业务，拓展监
管科技、资管科技和创新业务，更好地运用北京金融科技政策和机遇，提升公司
在北京的金融科技品牌和实力。设立上海中心，将整合公司华东地区的资源和业
务，提升整体客户服务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在华东地区的市场
和技术地位，提升公司提供金融 IT 服务的能力。
公司本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所需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是在保证日常运
营及业务发展需求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和业务
的正常开展，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管理和人才风险
公司设立子公司可能带来一定的管理风险。公司目前已有较为完善的管理体
系和不断加强的内部控制制度，如果目前的管理体制和内控制度不能适应子公司
所在地区的管理，将为公司管理带来一定的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采取本地化策略，进行高层级人才的招聘、培养，完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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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加强内部协调和交流机制的建设和运行，不断加
强管理整合力度，通过调整来适应人才融合的需要。
2、市场风险
子公司的产品在市场定位、品牌拓展和产品适应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果不能较快地解决上述问题，尽快熟悉并开拓市场，将有可能影响预期目标的
实现。
应对措施：公司将积极对客户的需求进行调研，仔细跟踪分析客户的差异化
需求，争取尽快熟悉市场；同时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和交流，提高客户对公司及其
产品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开拓市场，实现预期目标。
3、下游行业周期风险
子公司下游金融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在资本市场低迷时期，交易数量会
下降，以收取交易佣金和服务费的金融客户营业收入将会大幅下降，经营压力增
加，可能削减或延后其 IT 投入。上述情况可能对刚设立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子公司可在证券及资管双基石业务市场开拓之后，通过对创新产
品领域的拓展和产品线的扩充，积极应对下游行业周期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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