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申请借款及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金一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一文化”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规定，对公司向关
联方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金集团”）、
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资产”）申请借款及担保额度暨关
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支持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海科金集团拟为公司提供借款额度 377,765 万
元、担保额度 193,498.49 万元的融资及增信支持。根据双方协商，本次直接融资
利率不超过年化 7.5%，担保费率不超过年化 2%，总授信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自生效之日起，每连续 12 个月产生的直接融资利息不超
过 29,000 万元，担保费用不超过 4,000 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
求情况在有效期内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 2021 年度经营和发展
的需要，向海鑫资产申请合计不超过 55 亿元的借款额度，年利率不超过 7.16%，
利息不超过 3.9 亿元，主要用于偿还海科金集团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现根
据公司实际融资情况，拟向海鑫资产的借款额度调整为合计不超过 15 亿元，年
利率调整为不超过 7.5%，计提的借款利息不超过 11,200 万元。借款用途为用于
公司归还银行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支持公司发展，借款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20 日止。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
在有效期内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以上借款及担保事项具体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海科金集团及海鑫资产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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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海科金集团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08 日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31 号院 1 号楼 5 层 518
法定代表人：沈鹏
注册资本：273330.49 万人民币
营业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2、海科金集团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海科金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2,431,924.32 万元，
负债总额 1,787,793.55 万元，净资产 644,130.76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总收入
482,126.82 万元，净利润-21,719.29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海科金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2,592,655.43 万元，
负债总额 1,950,504.03 万元，净资产 642,151.39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总收入
247,965.20 万元，归母净利润-10,396.71 万元（未经审计）。
3、经核查，海科金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海鑫资产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14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31 号院 1 号楼 3 层 31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学英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营业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2、海鑫资产的财务数据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海鑫资产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300,656.54 万元，

负债总额 1,048,588.15 万元，净资产 252,068.39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总收入
396,176.48 万元,净利润-195,474.67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海鑫资产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245,705.85 万元，负
债总额 1,022,092.39 万元，净资产 223,613.46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总收入
166,995.60 万元，归母净利润-10,501.87 万元（未经审计）。
3、经核查，海鑫资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关系说明
海鑫资产持有公司 287,749,42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8%，为公司控
股股东，海科金集团持有海鑫资产 100%股权。海科金集团和北京市海淀区商业
设施建设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商建”）于 2020 年 12 月签署了《关
于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海科金集团将持有的全资
子公司海鑫资产 100%股权委托海商建进行管理。海鑫资产、海科金集团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
因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及为保证海科金集团与公司授信顺利延续，海科金
集团在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直接资金支持和增信支持额度内（借款额度 377,765
万元、担保额度 193,498.49 万元）继续为公司提供融资及增信支持，根据双方协
商，本次直接融资利率不超过年化 7.5%，担保费率不超过年化 2%，总授信有效
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自生效之日起，每连续 12 个月产生的
直接融资利息不超过 29,000 万元，担保费用不超过 4,000 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有效期内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根据公司实际融资情况，拟调整 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向海鑫资产借款方案。借款额度调整为合计不超过 15 亿元，
年利率调整为不超过 7.5%，计提的借款利息不超过 11,200 万元，借款用途为用
于公司归还银行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支持公司发展，借款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20 日止。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
况在有效期内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以上借款及担保事项将在上述审议的总额度项下，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实际

发生的借款及担保金额为准，借款及担保的期限以具体签署的合同约定的期间为
准。
四、本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自 2021 年年初至公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公告日，公司与海科金集团及其子
公司累计发生的借款余额为 377,765 万元，利息金额为 17,890.56 万元；公司与
海鑫资产累计发生的借款余额为 29,500 万元，利息金额为 298.13 万元；海科金
集团及其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72,847.55 万元,担保费用为 1,416.37
万元。自 2021 年年初至目前，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向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20,000 万元，担保费用为 132.72 万元。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支持公司的经营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海科金集团、
海鑫资产为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的
决策程序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对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同
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海科金集团为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事项及调整海鑫资产借款额度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事项，本事项是为了支持公司的经营和发展，符合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
在一定程度可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本次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1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关联回避的结果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海科金
集团申请借款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调整与海鑫资产借款额度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学英、张军回避了表决。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此项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将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向海科金集团及海鑫资产申请借款及担保额度
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向海科金集团及海鑫资产申请借款及担保额
度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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