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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已收悉。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江苏苏亚

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对贵公司反馈意见

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核查、说明，并分别对反馈意见涉及问题出具了回复文件。 

主办券商现就贵公司反馈意见中提供的问题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除非本反馈意见回复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金恒科技、公司 指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南钢发展 指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钢 指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不包

括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统称  

南钢股份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南钢联合 指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天亨电子 指 南京天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报告期 指 2017 年 1-4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反馈意见回复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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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1、关于关联交易。第一次反馈回复的信息显示，在报告期内公

司软件产品及开发收入对于关联方和非关联方的毛利率差异较大。请

主办券商核查公司对于关联方的软件产品销售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

在利益输送情形。 

【回复】 

公司软件产品及开发业务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毛利率对比数据如下： 

单位：元 

年度 客户性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2017 年 1-4 月 
非关联方 -  -  -  

关联方 15,504,599.95 4,936,637.15 68.16 

2016 年度 
非关联方 641,025.64 100,500.00 84.32 

关联方 49,179,940.00 17,725,790.39 63.96 

2015 年度 
非关联方 940,935.04 789,313.03 16.11 

关联方 41,216,377.30 14,272,446.36 65.37 

公司 2015 年度非关联软件业务毛利率较低，主要系代理销售 SAP 软件产品

毛利率仅为 4.78%，降低了 2015 年度非关联软件业务的毛利率，此类业务仅在当

年发生。 

公司的软件业务分为定制软件开发和软件产品，其中为客户提供的软件产

品是在结合用户需求基础上形成的标准化产品，相比软件定制，需求调研和开发

成本较低，故毛利率较高。公司软件产品和软件开发毛利率数据见下表： 

单位：元 

收入

类别 
关联关系 

2016年度 2015年度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

率(%) 

软件

产品 

非关联方 641,025.64  100,500.00  84.32  780,935.04  743,575.00  4.78 

关联方 13,380,000.00  1,999,141.41  85.06  11,299,145.30  2,733,318.91  75.81 

软件

开发 

非关联方 0.00  0.00   160,000.00  45,738.03  71.41 

关联方 35,799,940.00  15,726,648.98  56.07  29,917,232.00  11,539,127.45  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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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非关联方软件业务毛利率较高，系 2016 年度公司向非关联方江苏

利淮钢铁有限公司销售金恒移动车间仓储管理软件一套，其毛利率为 84.32%。当

年软件产品关联方收入毛利率为 85.06%，与非关联软件产品毛利率 84.32%大致

相当。 

主办券商通过下列尽调程序核查软件业务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1）通过访谈公司高管，并获取了公司软件项目定价标准相关依据文件，

比对同行业软件公司向南钢联合、南钢股份提供的报价书和细分费用数据，了解

到公司软件项目定价标准是在走访多家同行业公司的基础上形成的。 

公司承接信息化项目软件编制费用标准，是依据《关于金恒公司承接公司信

息化项目软件编制费用的建议》、南钢股份办运营（2015）40 号文《信息化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结合国内市场其他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软件开发费用，同

南钢协议定价。与公司目前合作的用友软件、中冠资讯报价的软件开发费用相比，

公司的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与软件市场定价一致，遵循行业定价准则。 

（2）对比软件业务的同行业公司毛利率。 

公司的软件业务定价建立在前期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知名软件公

司的报价标准，其定价符合市场水平。公司关联销售占比较高，软件业务整体毛

利率与同行业对比无明显差异，详见下表。 

可比公司 
毛利率 

业务定义 
2016 年 2015 年 

软件业务 

中国软件

(600536) 
67.24% 61.17% 

中标麒麟操作系统、达梦数据库产品、中软防水坝系列安

全产品等自主软件产品 

安钢软件

（870730） 
76.78% 70.55% 钢铁行业软件开发及服务 

榕基软件

(002474) 
64.99% 72.19% 

公司为质检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商，研发形成安全可靠电子

公文系统、安全可靠电子公文交换系统、安全可靠党政办

公系统、安全可靠电子政务应用平台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

主可控软件产品 

平均值 69.67% 67.97% 
 

金恒科技 64.22% 64.27% 
公司为以钢铁冶金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提供软件开发、软

件产品销售 

（3）经核查与关联方和非关联方软件项目合同、发票、验收单等收入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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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本归集明细及相关凭证，确认公司收入成本核算准确，不存在人为调节毛利

率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对于关联方的软件产品销售定价公允，不存在利

益输送情形。 

2、公司处置天亨电子 90%股权后，剩余 10%股权仍按长期股权

投资核算。（1）请公司详细披露并说明依据。（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

师核查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1）请公司详细披露并说明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二条的规定：本准则所称长期

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

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

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在确定能否对被投

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时，应当考虑投资方和其他方持有的被投资单位当期可转换

公司债券、当期可执行认股权证等潜在表决权因素。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

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为其联营企业。 

公司转让天亨电子 90%的股权后，仍然在天亨电子董事会中拥有一名董事。

能够在参与制定天亨电子财务和经营政策过程中拥有表决权，属于重大影响的范

畴，故剩余股权仍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经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下列材料： 

①公司转让天亨电子股权时的相关决议、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②公司转让天亨电子股权后，天亨电子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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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经主办券商复核会计师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收益科目底稿，我们认为，

公司对天亨电子股权的初始计量、公司处置天亨电子 90%股权时的会计处理及长

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的后续计量准确无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请主办券商进一步说明公司将承包的系统集成整体项目中的

管线槽路开挖等辅助性工作分包情况。  

【回复】 

（1）公司业务分包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系统集成及工程服务是为以钢铁业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提供完整的

自动化、智能化技术解决方案，包括方案设计、整体集成、实施、安装调试、技

术服务等；以网络、存储、计算为核心为企业提供云服务解决方案的设计、规划

与实施，帮助企业快速构建企业私有云，打造绿色、高效、安全的数据中心；提

供满足制造业特定环境、特殊要求的机电一体化智能作业装备的设计、制造、安

装、调试、集成等完整的成套服务。 

在系统集成项目中，公司存在将管线槽路开挖等辅助性工作分包给具有相应

资质的第三方的情况。分包的主要原因为：①报告期内，公司系统集成业务稳定

增长，公司自有施工人员有限，将辅助性工作对外分包有利于优化人员配置、降

低成本及提高工作效率。②公司将辅助性工作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和业务经验的

公司，符合安全性要求，也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 

在系统集成项目中，公司仅将部分辅助性工作分包给第三方，项目实施与进

度管理、技术管理与质量控制、监督核查与整体控制等均由公司业务人员负责，

分包行为不会对公司的业务流程及决策产生不利影响。 

（2）公司不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况 

①关于违法分包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72 条第 3 款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

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

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 29 条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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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

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

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

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和分包

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

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25 条第 3 款规定：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违法

分包工程。 

第 78 条第 1 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一）总承包单

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

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

单位完成的；（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

的；（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第 8

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违法分包，是指施工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

施工合同关于工程分包的约定，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

人施工的行为。 

第 9 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分包： 

（一）施工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个人的； 

（二）施工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的； 

（三）施工合同中没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部

分工程交由其他单位施工的；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房屋建筑工程的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钢结构工程除外； 

（五）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的； 

（六）劳务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的； 

（七）劳务分包单位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周转



7 / 14 

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费用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分包行为。 

综上，对于工程施工项目，在合同约定或发包人认可的情况下，可以将部分

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②公司业务分包的具体情况 

公司业务分包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包方 项目 金额（元） 

承包

方 
分包方 

分包金

额（元） 

分包合同

履行情况 

1 
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4700mm 宽厚板工程  

工业电视集成监控系

统 

3,666,000  
金恒

科技 

南通四建集团

有限公司 

60,000 履行完毕 

2 

无锡中驰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第一炼铁厂 C206 转

运站除尘电气配套项

目 

420,000  
天亨

电子 
65,000 履行完毕 

3 

南京南钢产

业发展有限

公司 

第一炼铁厂高炉煤气

区域固定报警器安装

项目 

935,445  
金恒

科技 

按最终

决算价

格的

10% 

履行完毕 

4 
常州东方特

钢有限公司 

东方特钢烧结原料系

统自动化改造项目 
3,220,000  

金恒

科技 
142,080 履行完毕 

5 

武汉美林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一号高炉 1#矿槽除

尘改造项目 
600,000  

金恒

科技 
60,900 履行完毕 

6 

南京南钢产

业发展有限

公司 

公司大保卫安防监控

系统平台、第一烧结

厂高压电机监测系

统、第一烧结厂煤气

集中监控项目 

3,378,000  
金恒

科技 
225,000 正在履行 

7 
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第二炼钢厂各岗位煤

气浓度集中监控项目 
700,000  

金恒

科技 
94,000 正在履行 

8 
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特钢事业部废钢验收

信息化项目 
1,765,053  

金恒

科技 
5,500 履行完毕 

9 

南京南钢产

业发展有限

公司 

保卫部门禁系统新增

人员通道项目 
1,005,060  

金恒

科技 

江苏际领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72,000 履行完毕 

10 

南京南钢产

业发展有限

公司 

4#岗至 16 号道口通

讯线路改造项目 
380,000 

金恒

科技 
50,000 履行完毕 

11 南京南钢产 运营改善部新建配套 420,000 金恒 37,000 正在履行 



8 / 14 

业发展有限

公司 

线路、机房设施项目 科技 

12 

江苏艾津农

化有限责任

公司 

江苏艾津农化有限责

任公司智联中控系统

项目 

190,000 
金恒

科技 
39,800 正在履行 

13 
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ERP机房供电条

件改善工程 
186,240 

金恒

科技 

南京钢铁集团

建设有限公司 
26,000 履行完毕 

14 
江苏利淮钢

铁有限公司 

钢污水处理站自动化

改造项目 
423,000 

金恒

科技 

淮安市国宸智

能化工程有限

公司 

70,000 履行完毕 

15 
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理化室冲击试验项目 2,500,000 

金恒

科技 

南京创德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137,600 履行完毕 

分包方的资质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资质类别 证书有效期 

1 
南通四建集团

有限公司 

D132076150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2021.05.06 

D232094505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2021.05.04 

2 
江苏际领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D332035622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2020.12.31 

D232034963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2020.12.14 

3 
南京钢铁集团

建设有限公司 

D232007021 
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2020.11.20 

D332035202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2020.12.31 

4 

淮安市国宸智

能化工程有限

公司 

B32040323655

69-2/1 
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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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京创德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D232047535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2020.12.30 

2017 年 10 月，发包方南钢股份、南钢发展、无锡中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东方特钢有限公司、武汉美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艾津农化有限责任公

司、江苏利淮钢铁有限公司均出具了说明：“本公司知悉并同意金恒科技的分包

行为。本公司与金恒科技签订的系统集成项目均未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未发生任

何安全生产事故；金恒科技不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况；本公司与金恒科技之间不存

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的争议、纠纷。” 

综上，公司将管线槽路开挖等辅助性工作分包给第三方，均已获得发包方的

认可，并且分包公司均具有相应的资质，公司的分包行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不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形。 

4、请主办券商核查上市公司间接控股公司申请挂牌事项是否受

到相应交易所限制、是否需要取得相应认可，请主办券商说明尽职调

查程序。  

【回复】 

（1）主办券商查阅了南钢股份的公司章程、公告文件、董事会决议文件，

访谈了南钢股份的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关于金恒科技本次申请挂牌事项： 

①南钢股份履行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南钢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②南钢股份充分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及监管部门要求。 

③金恒科技挂牌前后的相关信息披露与南钢股份信息披露具有一致性。 

④南钢股份不存在将公开募集资金投入金恒科技的情况。 

⑤金恒科技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占南

钢股份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较低，对南钢股份的影响较小。金恒科技本次挂牌不

会影响南钢股份的独立地位、持续盈利能力。 

⑥南钢股份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存在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 

⑦金恒科技的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技术等资源要素均独立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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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股份。 

（2）主办券商查阅了《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发布的部门规章、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业务指南与流程，金恒科技本次申请挂牌不存在

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限制的情形，也不需要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应认可。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金恒科技本次申请挂牌不存在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限

制的情形，也不需要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应认可。 

5、基于前次反馈回复，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是否

存在新增资金占用情形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主办券商通过下列手段对前次反馈出具日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的资金占

用情况进行核查： 

①经审阅明细账、科目余额表，公司未发生大额现金收支情形，现金开支均

为报销日常经营所需的费用，不存在向关联方收取或支付的款项； 

②获取公司从前次反馈意见出具日至本反馈意见出具日的银行对账单，逐一

对账户交易对方名称进行核查，期间公司未发生与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银行账户支出主要为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支付税款、工资和报销款。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新增资金占用的情形。 

6、基于前次反馈回复，请主办券商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核查公司及相关主体是否存在新增失信联

合惩戒事项，公司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回复】 

主办券商检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

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shixin.court.gov.cn/）、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

以及环保、产品质量、税务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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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自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起至本次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公司

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新增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环保、食品药品、

产品质量等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主管部

门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领

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满足《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相关要求。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存在新增失信联合惩戒事项，公司

符合相关要求。 

二、关于反馈意见“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

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

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

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

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的规定，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公

司期后银行流水，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公司期后运营情况。 

经核查，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

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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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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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关于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小组负责人签字： 

 

     

张隆亭     

 

 

项目小组成员签字： 

 

     

张隆亭  陈渊   

     

     

     

朱昭媛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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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关于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内核专员签字： 

 

    

古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