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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关联交易及 2023 年关联 

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 

作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公司”或“发行人”）

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对华安证券 2022 年关联交易及 2023 年度关联交易

计划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公司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度发生额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 170,773.54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 158,873.98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 124,555.49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 65,761.41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 200 

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服务 36,805,346.65 

金砖丝路（银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服务 1,886,792.44 

安徽安华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服务 1,886,792.44 

潜山市安华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服务 1,480,615.16 

安徽皖投安华现代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服务 1,132,075.48 

黄山新时代安华文化旅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基金管理服务 705,188.68 

岳西安华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服务 270,6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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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度发生额 

黄山市徽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服务 265,169.30 

合肥数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服务 263,970.02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销保荐服务 140,330.19 

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定向理财 407,467.39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定向理财 689,270.7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服务 22,183.95 

2、关联租赁情况 

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2年度确认的租赁收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 席位 6,976,189.57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席位 2,648,643.17 

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房产 1,246,956.36 

安徽华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房产 244,005.60 

3、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2,254.06 

4、其他关联交易 

2019年3月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华富嘉业参与设立安徽皖投安华现代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华富嘉业以自有资金出资15亿元与安徽省投资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交控资本共同发起

设立皖投安华，基金规模拟为75.00亿元人民币。2022年9月2日，华安嘉业（已

更名）新增实际投资22,500.00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安嘉业已累计实际

出资82,500.00万元。 

2021年3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华安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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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富嘉业、华富瑞兴参与设立安徽安华创新五期风险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华富嘉业、华富

瑞兴拟合计出资5.1亿元与国控增动能等5名投资者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安华创新

五期，安华创新五期规模拟为10.20亿元人民币。2021年3月26日，华富瑞兴新增

实际投资1,000.00万元；2021年3月29日，华富嘉业新增实际投资1,000.00万元；

2021年6月25日，华富嘉业新增实际投资19,400.00万元；2021年6月28日，华富瑞

兴新增实际投资29,600.00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安嘉业（已更名）已累

计实际出资20,400.00万元，华富瑞兴已累计实际出资30,600.00万元。 

2022年12月14日，华安嘉业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宣城市产业链投资引导

基金有限公司、广德桐汭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宣城安华，宣城安华规模拟为6.97亿元人民币，其中华安嘉业认缴

出资2,788.00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安嘉业实缴出资1,951.60万元。 

5、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应收款项 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4,249,831.87 

应收款项 金砖丝路（银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00 

应收款项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托管基金产品 1,645,262.07 

应收款项 黄山新时代安华文化旅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95,000.00 

应收款项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5,324.63 

应收款项 岳西安华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6,931.52 

应收款项 合肥数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9,808.22 

应收款项 潜山市安华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972.62 

应收款项 黄山市徽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643.84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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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 

应付款项 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1,769,451.89 

预收款项 安徽华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98,764.18 

合同负债 安徽皖投安华现代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2,739.73 

6、其他 

（1）代理买卖证券款余额 

关联方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元） 
占代理买卖证券款总额比例

（%）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298,516.39 <0.01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114,813.40 <0.01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2,353.86 <0.01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84,422.81 <0.01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11,070.26 <0.01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395.11 <0.01 

安徽国控资本有限公司 1,274.06 <0.0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67.64 <0.01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1,155.72 <0.01 

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19.51 <0.01 

安徽华安鑫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97.87 <0.01 

合计 3,626,786.63 / 

（2）投资交易 

单位：元 

公司名称 业务内容 
2022 年度发生额 

规模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一级申购 14,000,000.00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二级卖出 14,006,996.16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买入现券 364,911,075.8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卖出现券 302,280,3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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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业务内容 
2022 年度发生额 

规模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买入现券 111,463,822.90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式正回购交易 976,000,000.00 

合计  1,782,662,229.26 

（3）关联方持有由本公司作为管理人募集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情况 

①华安证券安赢套利1号周开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发生额 

持有份额（份） 期末净值（元） 

安徽皖投安华现代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22,974.11 6,717,965.23 

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7,455,675.58 43,212,612.92 

合计 / 49,930,578.15 

②华安证券安赢套利1号周开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发生额 

持有份额（份） 期末净值（元） 

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68,202,553.41 73,986,129.94 

合计 / 73,986,129.94 

（4）公司持有华富基金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情况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发生额 

持有份额（份） 公允价值（元） 

华富安华 1 号（华富利得产品） 533,648,566.86 562,562,570.74 

华富资管南华配置（华富利得产品） 300,000,000.00 302,277,241.45 

华富资管利华 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55,949,533.17 258,986,778.04 

华富天益货币 B 167,995,876.48 167,995,876.48 

华富中债-安徽省公司信用类债券指数 A 114,339,209.15 117,449,235.64 

华富基金富利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1,489,971.35 63,796,074.50 

华富富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9,861,013.29 54,139,0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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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发生额 

持有份额（份） 公允价值（元） 

华富卓越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2,001,970.00 20,147,203.93 

华富富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999,000.00 10,996,800.20 

华富天盈货币 B 10,073,304.93 10,073,304.93 

华富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9,791,421.86 10,014,666.28 

华富匠心明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7,999,360.00 8,226,541.82 

华富安享债券 7,507,257.98 8,181,409.75 

华富货币 A 1,006,658.86 1,006,658.86 

华富天盈货币 A 13,010.37 13,010.37 

合计 / 1,595,866,461.22 

（5）公司管理的定向资管产品期末份额及净值情况 

关联方名称 产品名称 
2022 年度发生额 

产品份额（份） 产品净值（元） 

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智赢 134 号 142,000,000.00 172,393,161.05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智赢 17 号 19,673,675.37 28,187,884.34 

合计  / 200,581,045.39 

（二）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 

1、关联关系的核查 

关联方全称 与公司的关系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股东，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参股股东，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参股股东，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股东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股东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股东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安徽华安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关于华安证券 2022 年关联交易及 2023 年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 

                                               7 

关联方全称 与公司的关系 

安徽华安新兴证券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华安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安徽安华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华安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安徽安华创新二期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安徽安华创新三期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安徽安华创新四期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安徽华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金砖丝路（银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安徽皖投安华现代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安徽华安鑫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肥炘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安徽安元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安徽徽元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黄山新时代安华文化旅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联营企业 

岳西安华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安徽安华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合肥数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潜山市安华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黄山市徽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安徽安华语音智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安徽兴叶安华私募基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宣城安华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安徽国控资本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安徽国控增动能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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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全称 与公司的关系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滁州市南谯区安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安徽省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其他 

章宏韬 其他 

陈蓓 其他 

李仕兵 其他 

徐义明 其他 

舒根荣 其他 

李捷 其他 

王守琦 其他 

李晓玲 其他 

郑振龙 其他 

尹中立 其他 

王烨 其他 

曹啸 其他 

刘培林 其他 

李永良 其他 

李焱 其他 

马军伟 其他 

方达 其他 

徐强 其他 

丁峰 其他 

张海峰 其他 

乔俊伟 其他 

陈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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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全称 与公司的关系 

杨爱民 其他 

徐峰 其他 

方立彬 其他 

赵万利 其他 

龚胜昔 其他 

张建群 其他 

张敞 其他 

唐泳 其他 

刘晓东 其他 

汲杨 其他 

余海春 其他 

陆锋 其他 

王孝佳 其他 

2、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2022 年 3 月 29 日，华安证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对公司 2022 年全年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进行了计划。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涉及

关联方事项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进行了事

前认可和审议，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2022 年 5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

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定价的情况 

在日常经营中发生关联交易时，公司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与关联方确定

交易价格，定价参照市场化价格水平、行业惯例、第三方定价确定。上述日常关

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日常业务经营所产生，将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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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并将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交易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价格和行业惯例，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四）保荐机构对公司2022年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对公司提供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审查后认为，公司较好地执行

并完善了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报告期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价

格公允且为实际经营所必须，不存在由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而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事项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2022年公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结合本年度公司经营计划、业务发

展需要以及市场情况，公司对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序号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1 
证券与金融

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服务：证券、期货经纪；承销和保

荐；财务顾问；受托资产管理；结售汇；融资融券；

证券和金融顾问及咨询等 

因业务的发

生及规模的

不确定性，以

实际发生数

计算。 

2 
证券和金融

产品交易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交易： 

1、与权益类产品、非权益类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相关

的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股票、债券、基金、信托、理

财产品、资产管理计划、资产证券化产品、互换、期

货、期权、远期及其他金融产品； 

2、与融资相关的交易：金融机构间进行的资金融通

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回购；相互持有收益

凭证、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及公司债等债务凭证； 

3、监管部门允许的其他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3 其他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交易： 

1、支付房屋租赁相关费用； 

2、其他综合行政类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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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2022 年末，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控集团”）

持有公司 1,131,727,14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9%。并通过与安徽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安徽省皖

能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安徽省能源集团控股子公司被纳入一致行动人协议，国控集

团实际控制公司股权比例为 35.04%，是公司控股股东。 

国控集团成立于 1999 年 9 月 21 日，是安徽省国资委下属国有独资公司，作

为安徽省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主体进行投资、参股、控股以及产权交易。

截至 2022 年末，国控集团注册资本 100 亿元，注册地址为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

区华山路 808 号徽盐世纪广场 A 座。 

2、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22 年末，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安徽出版集团”）共计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79,973,2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5%。 

安徽出版集团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 26 日，注册资本 10.32 亿元，法定代表

人为马占文，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出

资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安徽出版集团经营范围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资产管

理、资本运营和投资业务以及对所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依法实行资产或股权管

理，融资咨询服务；对所属企业国（境）内外图书、期刊、报纸、电子出版物、

音像制品、网络出版物的出版及销售、物流配送、连锁经营进行管理，图书租型

造货咨询服务。 

3、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2 年末，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皖能电力”）持有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 213,023,389 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53%，与国控集团为一致行

动人。 

皖能电力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司代码 000543，有关情况见该公

司公告。 

4、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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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末，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安徽能源集团”）持有公

司 125,476,294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67%，与国控集团为一致行动人。 

安徽能源集团成立于 1990 年 4 月 9 日，注册资本 100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

陈翔，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是安徽省国资委下

属国有独资公司，安徽能源集团经营范围为国有资产运营，项目投资及管理，对

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服务，商务信息、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建设项目投资条

件评审。 

5、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 2022 年末，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交控资本”）持有

公司 175,666,812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3.74%，与国控集团为一致行动人。 

交控资本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注册资本 40.5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徐

义明，住所为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520 号皖通高速高科技产业园区 11 栋研发

楼，交控资本经营范围为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证券投资、企业并购

重组、项目融资、受托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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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关联方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国控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或其

他组织。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国控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根据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则规定认定的其他关联方。 

（三）对2023年度关联交易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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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3年3月29日，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2、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与

关联方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参照市场化价格水平、行业惯例、第三方定价确定。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预计的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根据公司业务正常开展需要，新签或续签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日常业务经营所产生，将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

开展，并将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交易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价格和行业惯例，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保荐机构对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

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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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关联交易及 2023 年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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