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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备案表
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公司简称

组织形式 企业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企业人数（人）

注册资本（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成立日期 官网网址

经营范围 业务覆盖范围

资产及负债情况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 ）年 （ ）年 （ ）年

总资产（万元）

总负债（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情况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其中，证券行业营业收入（万元）

其中，基金行业营业收入（万元）

外资持股情况

是否外资控股

上市或挂牌公司情况

是否上市或挂牌公司 上市或挂牌地

股票代码

加入协会情况

是否为证券业协会会员 是否为基金业协会会员

是否为期货业协会会员

控股子公司从事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活动情况（如有）

控股子公司全

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持股比例

（%）

是否从事证券

基金期货信息

技术系统服务

公司主营业务简介

资质信息

资质证书名称 资质证书级别 资质证书有效日期 发证机构

组织架构

部门名称 部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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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计划书

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的情况介绍

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

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技术及研发情况

未来发展与规划

注：1.组织形式：（1）股份有限公司（2）有限责任公司（3）合伙企业（4）其

他。

2.企业性质：（1）内资企业（2）中外合资企业（3）中外合作企业（4）外

商独资企业（5）其他。

3.营业执照：上传电子文件，建议图片文件格式为 JPG、JPEG、PNG，文件

大小为 200K到 1M之间。

4.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1）中国居民身份证（2）护照（3）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4）港澳地区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5）其他。

5.企业人数：指公司（含分支机构）的在职人员总数，不包括外包人员，其

中分支机构包括办事处和分公司。

6.注册地址：填写营业执照上的住所。

7.办公地址：填写在中国境内的公司总部或主要办公经营地址。

8.经营范围：填写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

9.业务覆盖范围：（1）全球（2）中国境内（3）中国境内及港、澳、台地区

（4）其他。

10.资产及负债情况：成立满 3年需填写近 3 年财务状况，成立不满 3 年需

填写成立年度起的财务状况。

11.上市或挂牌地：指备案主体上市或挂牌的证券交易场所名称，如（1）上

海证券交易所（2）深圳证券交易所（3）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4）香港

证券交易所（5）纽约证券交易所（6）纳斯达克市场（7）其他。

12.控股子公司从事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活动情况：指备案主体控股的公司中

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从事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相关活动的机构。

13.公司主营业务简介：介绍公司主营业务方向、主要产品或服务等内容，

500字以内。

14.资质信息：填写备案主体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资质，包括但不限于软件研

发、信息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等方面的资质情况。

15.资质证书名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ISO9001、ISO20000、ISO27001、
CMM/CMMI、信息安全服务资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服务资质-安全集成、信

息安全服务资质-应急处理、信息安全服务资质-灾难备份与恢复、信息安全服务

资质-软件安全开发、信息安全服务资质-安全运维、其他。

16.资质证书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无级别。

17.资质证书有效日期：XXXX年 XX月 XX日至 XXXX年 XX月 XX日。

18.部门职责：500字以内。

19.商业计划书：指备案主体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证券基金期货行业

的商业计划书。

20.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的情况介绍：说明主营业务情况、主要产品

或服务情况，主要业务模式情况（分别说明采购模式、研发模式、销售模式的情

况）及公司设立以来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主要经营模式的演变情况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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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说明备案主体所处行业，涉及的行业管理法规政

策、规模和特点等基本情况。

22.技术及研发情况：说明公司的核心技术以及持续创新机制等内容。

23.未来发展与规划：说明公司总体发展目标，当年及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

实现发展目标的各项举措，实施发展计划的主要困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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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信息表

控股股东名称 控股股东类别 持股比例（%）

控股股东基本信息（适用于自然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控股股东基本信息（适用于法人及其他组织）

公司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形式 企业性质

实际控制人名称 实际控制人类别

实际控制人基本信息（适用于自然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实际控制人基本信息（适用于法人及其他组织）

公司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形式 企业性质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如有）

实际控制

人名称
公司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持股比

例（%）

是否从事信

息技术系统

服务

公司主营业

务简介

注：1.控股股东类别：（1）自然人（2）法人及其他组织。

2.证件类型：（1）中国居民身份证（2）护照（3）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4）港澳地区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5）其他。

3.组织形式：（1）股份有限公司（2）有限责任公司（3）合伙企业（4）其

他。

4.企业性质：（1）内资企业（2）中外合资企业（3）中外合作企业（4）外

商独资企业（5）其他。

5.实际控制人：指控股股东或能够实际支配企业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认定实际控制人应一直追溯到最后的自然人、国资控股企业或集体企业、

境外机构。

6.实际控制人类别：（1）自然人（2）法人及其他组织。

7.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是指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中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从事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相关活动的机构。

8.公司主营业务简介：介绍公司主营业务方向、主要产品或服务等内容，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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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人员和合规管理情况表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手机号 邮箱

合规管理相关部门/岗位（如有）

合规管理相关部门/岗位名称

合规管理相关部门/岗位职责

合规管理人员数量（人）

合规管理负责人信息

姓名

手机号

邮箱

信息技术人员

类别 数量（人）

开发人员

测试人员

运维人员

安全人员

产品人员

质量人员

最近一年内公司入职 IT人员

最近一年内公司离职 IT人员

外包 IT人员

注：1.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管理层中担任重要职务、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掌

握公司重要信息的人员，主要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2.合规管理相关部门/岗位：合规管理是指备案主体制定并执行合规管理流程，

从而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符合证券基金期货行业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防范

合规风险，更好地为证券基金期货机构服务。如有承担此类职能的相关部门和岗

位，请填写具体名称。

3.相关部门/岗位职责：请概括说明部门/岗位职责，不超过 100字。

4.信息技术人员：是指备案主体为证券基金期货行业提供服务的开发、测试、

运维、安全、产品、质量等技术人员，不包括其他行业的信息技术人员。

5.开发人员：指负责产品开发的人员，不包括外包人员。

6.测试人员：指负责产品的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测试等工作的人员，

不包括外包人员。

7.运维人员：是指负责系统售前、实施部署及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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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外包人员。

8.安全人员：指负责产品或服务的安全设计、安全测试、安全服务等工作的

人员，不包括外包人员。

9.产品人员：指负责产品设计的人员，如产品经理、产品助理、产品设计师

等，不包括外包人员。

10.质量人员：指负责产品或服务质量管理的人员，不包括外包人员。

11.外包 IT人员：指公司外包的从事开发、测试、运维、安全等各类工作的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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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4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产品服务及客户信息表

软件产品基本情况

是否取得软

件著作权

上一年度在证

券基金期货行

业的产品合同

总金额

（万元）

软件产品标签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产品标签 自定义标签

产品类客户信息

客户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主版本号 是否在合同有效期内

服务类型 服务描述

服务类客户信息

客户名称 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说明
涉及的重要信息

系统名称

是否在合同

有效期内

注：1.软件产品基本情况：备案主体向证券基金期货机构提供的、与重要信

息系统相关的软件产品，包括定制化开发项目交付的软件产品；备案主体开发运

维、与重要信息系统相关的软件产品信息；若为同一产品基础上增加了新模块或

新功能的情形，只需在产品表中填写一次。

2.产品名称：以软件著作权的名称为准，若无软件著作权证书，则以销售合

同中的产品名称为准。

3.功能简介：至少 200字，不超过 500字。

4.上一年度在证券基金期货行业的产品合同总金额：近一个会计年度内，该

产品在证券基金期货行业所有合同的销售总和。

5.产品标签如下所示：

（1）实时交易类系统，如集中交易系统、投资交易系统、融资融券业务系

统、信用交易系统、网上交易系统、移动终端交易系统、专业化交易系统等。

（2）业务运营类系统，如场外交易系统、账户管理系统、金融产品销售系

统、估值核算系统、投资监督系统、份额登记系统、第三方存管系统、电话委托

系统、法人清算系统、具备开户交易或者客户资料修改功能的门户网站、承载投

资咨询业务的系统、存放承销保荐业务工作底稿相关数据的系统、专业即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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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等。

（3）服务保障类系统，如风险控制系统、合规管理系统、做市商系统、客

户管理系统、自动化运维系统、监管报送系统、投研系统、信用评级系统、产品

生命周期系统、运营平台系统等。

6.产品类客户信息：（1）产品在证券基金期货行业的客户信息、产品维保的

客户信息（2）截至备案时合同处于有效期的客户信息。

7.客户名称：填写客户名称全称。

8.产品主版本号：填写产品的主版本号，如填写 V1.1或 XXX专业版。

9.服务类型：（1）系统运维类（2）系统集成类（3）系统测试类（4）系统

测评类（5）日常安全管理类（6）其他服务类。

各类服务含义如下：

（1）系统运维类是指为重要信息系统提供应用运行维护等服务。

（2）系统集成类是指为重要信息系统提供应用集成等服务。

（3）系统测试类是指为重要信息系统提供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性测

试、兼容性测试等测试服务。

（4）系统测评类是指为重要信息系统提供风险评估、IT审计等测评服务。

（5）日常安全管理类是指为重要信息系统提供漏洞扫描、渗透测试、安全

加固、网页防篡改、DDoS防护等安全服务。

10.服务描述：不少于 500字。

11.服务类客户信息：（1）服务证券基金期货行业的客户信息（2）截至备案

时合同处于有效期的客户信息。

12.涉及的重要信息系统名称：合同中涉及的系统名称，如涉及多个系统，

请分别填写，如“网上交易系统、集中交易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