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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增部分关联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主要情况介绍 

 

一、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华泰证券成立于 1991年 5月，是一家由国有股份、企业法人股份及自然人

股份共同组成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综合类券商,前身为江苏省证券公司，2010

年 2月华泰证券 A股成功在上交所挂牌，2015 年 6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目前

华泰证券控股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江苏股权交易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等，主要财务指标和业务指标均位居国内证券行业前列。 

2017年 12月末华泰证券总资产 3814.83 亿元，净资产 885.9亿元，营业收

入 211.08亿，利润总额 115.85亿。 

（二）2017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本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度未申请预计额度，截至年末无授信余额。 

（三）2018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拟申请预计额度 20亿元，主要用于同业拆借、同业投资、利率互换、

债券投资、外汇及衍生交易等业务。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海富通基金成立于 2003年 4月 18日，是首批获准成立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

公司，其股权结构为海通证券持有 51%，法巴投资管理 BE控股公司持有 49%，目

前该公司旗下基金数量 54只，基金资产总规模 573.72亿。 

2017年 12月末海富通基金总资产 16.93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11.58

亿元，营业收入 8.03 亿，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亿元。 

（二）2017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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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度未申请预计额度。本行购买其作为管理人的

资管计划、货币基金各 1笔。 

（三）2018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拟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1亿元，主要用于该公司为

本行提供公募基金与专户业务服务和金融产品管理等资产管理服务。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三、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德邦基金成立于 2012年 3月 27日，注册资本 5.9亿元人民币，是证监会批

准成立的第 70家基金公司，最大股东为德邦证券，持有 70%股权。 

2017年末营业收入 2.45亿，净利润 0.49 亿。 

（二）2017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2017年核定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亿元，本行购买其作为管理人

的基金共计 2笔。 

（三）2018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拟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1亿元，主要用于该公司为

本行提供公募基金与专户业务服务和金融产品管理等资产管理服务。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四、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年 4月，原南京新型工业化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 65号，公司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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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化项目投资、运营；风险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经营、资本运作、不良

资产处置；资产委托经营；企业咨询；项目开发；物业管理；财务顾问。公司注

册资本 417352万元人民币，出资人为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目前有包括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南京轻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化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跃进汽

车集团公司、江苏宝庆银楼珠宝有限公司六家全资子公司以及包括南京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18家参股公司。 

截至 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 636.12亿元，总负债 339.61亿元，所有者权

益 296.51亿元，资产负债率 53.39%，营业总收入 368.64亿元，净利润 10.83

亿元。 

（二）2017 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为本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在本行未申请预计额度，截至年末无授

信余额。 

（三）2018 年拟申请授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该公司拟向本行申请预计额度 15 亿元，主要用于集团内直接或间接

全资控股公司的日常经营周转等授信业务。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五、江苏省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省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隶属于苏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成

立于 2007年 3月，具有房地产二级（暂定）开发资质，承担区域内部分管理职

能，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0万元。股东出资方式及出资额：苏州工业园区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30000 万元人民币，占股 50%；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 100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16.67%；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

产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00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16.67%；苏州

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50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8.3%；宿迁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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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宿迁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5000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8.3%。 

截止 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 12.28亿元，总负债 1.29亿元，所有者权益

10.99亿元，资产负债率 10.5%，营业总收入 2.1亿元，净利润 0.83 亿元。 

（二）2017 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本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度未申请预计额度，截至年末授信余额为 0.13

亿元。 

（三）2018 年拟申请授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该公司拟向本行申请预计额度 0.45 亿元，主要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

票等业务。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六、吉致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吉致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全国第 23家汽车金融公

司，于 2015 年 8月 12日正式成立，注册地位于中国上海。公司注册资本 20亿

元人民币，由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BNP Paribas Personal Finance 共同出

资成立，两家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80%和 20%。主要为吉利和沃尔沃相关品牌

的汽车终端客户和经销商提供汽车金融服务。 

2017年 12月末，吉致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总资产 104.00亿元，净资产 9.20

亿元，资本充足率 11.59%，核心资本充足率 10.40%，不良率 0.013%，拨备覆盖

率 10389.38%，杠杆率 8.0108%。 

（二）2017 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该公司为本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度未申请预计额度，截至年末授信余

额 4亿元。 

（三）2018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8亿元，主要用于表内贷款、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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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化等业务。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七、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8383.58万元人民币，国联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和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各出资 29191.79万元。经营范围

为：生产火电和蒸汽产品；生产食品添加剂（柠檬酸、柠檬酸钾、柠檬酸钠）、

饲料添加剂（柠檬酸、柠檬酸钠）、单一饲料（柠檬酸糟）、谷朊粉；收购自用粮

食（不含分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至 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 21.55亿元，总负债 12.22亿元，其中短期借

款 9.14亿元，所有者权益 9.33亿元，资产负债率 56.7%，营业总收入 24.13亿

元，利润总额 2.07 亿元，净利润 1.55亿元。 

（二）2017 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该公司为本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度未申请预计额度，截至 2017 年末公

司与本行未开展业务合作。 

（三）2018 年拟申请授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该公司拟向本行申请预计额度 0.5 亿元，主要用于贸易融资业务。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八、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 9月 8日，目前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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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主要从事化学药品、医疗服务、中药及其他业务，是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旗

下的上市子公司，公司于 1999年 11月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目前第一大股东为新

工集团，持有其 45.23%股权。 

截止 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 38.57亿元，总负债 8.03亿元，其中短期借款 

1.3亿元，长期借款 0.07亿，所有者权益 30.54 亿元，资产负债率 20.82%，营

业总收入 31.92亿元，净利润 1.73亿元。 

（二）2017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本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度未申请预计额度，未开展业务合作。 

（三）2018年拟申请授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该公司拟向本行申请预计额度 2 亿元，主要用于债券投资等业务。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九、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9月 28日，目前该公司注册资本

为 7430万，为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工集团孙公

司，主要从事集团内国有资产经营，医药信息咨询等业务。 

（二）2017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本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度未申请预计额度，未开展业务合作。 

（三）2018年拟申请授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该公司拟向本行申请预计额度 2 亿元，主要用于债券投资等业务。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安诺久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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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安诺久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0月 22日，主要股东为法巴安

诺与上海巴士租赁。依托两个股东的巨大优势，安诺久通是中国经营性租赁行业

的重要企业之一，拥有超过 4000台车辆，160 名经验丰富的行业人才，以及覆

盖 53座城市的强大服务网络。 

（二）2017 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本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度未申请预计额度。2017年为本行提供汽车租

赁服务，支付服务费 0.09亿元。 

（三）2018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拟申请提供服务类预计额度 0.13 亿元，主要用于支付汽车租赁服务

费用。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一、法国巴黎银行个人金融公司（BNP Paribas Personal Finance） 

（一）公司基本情况 

法国巴黎银行个人金融公司成立于 1953 年 5月 19日，是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个人消费贷款和住房贷款。 

2017年 12月末法国巴黎银行个人金融公司总资产 948.5亿欧元，净资产

89.4 亿欧元，税前利润总额 11.3亿欧元。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32.64 亿欧元，

净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7.1亿欧元。 

（二）2017年度公司在本行业务开展情况 

本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度未申请预计额度。2017年为本行提供技术服

务，本行支付服务费 6326万元。 

（三）2018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及需求分析 

2018年，拟申请提供服务类预计额度 1.2亿元，主要用于支付技术服务费

用。 

（四）交易公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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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度内遵循市场

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

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新增部分关联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表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

号 
关联方 

2017 年预计额度及业务开展情

况 

关联

交易

类型 

2018 年

度拟申

请预计

额度 

与上

年度

比较 

2018 年度拟开展的业务 

1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新增关联方，2017 年度未申请

预计额度，截至年末无授信余

额。 

授信

类 
20 新增 

主要用于同业拆借、同业投资、

利率互换、债券投资、外汇及衍

生交易等业务。 

2 

海富通基

金管理有

限公司 

新增关联方，2017 年度未申请

预计额度。本行购买其作为管

理人的资管计划、货币基金各 1

笔。 

提供

服务

类 

0.1 新增 

主要用于该公司为本行提供公募

基金与专户业务服务和金融产品

管理等资产管理服务。 

3 

德邦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2017 年核定提供服务类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 1 亿元，本行购买

其作为管理人的基金共计 2笔。 

提供

服务

类 

0.1 

减少

0.9亿

元 

主要用于该公司为本行提供公募

基金与专户业务服务和金融产品

管理等资产管理服务。 

4 

南京新工

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新增关联方，2017 年在本行未

申请预计额度，截至年末无授

信余额。 

授信

类 
15 新增 

主要用于集团内直接或间接全资

控股公司的日常经营周转等授信

业务。 

5 

江苏省苏

州宿迁工

业园区开

发有限公

司 

新增关联方，2017 年度未申请

预计额度，截至年末授信余额

为 0.13 亿元。 

授信

类 
0.45 新增 

主要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等业

务。 

6 

吉致汽车

金融有限

公司 

新增关联方，2017 年度未申请

预计额度，截至年末授信余额 4

亿元。 

授信

类 
8 新增 

主要用于表内贷款、资产证券化

等业务。 

7 

江苏国信

协联能源

有限公司 

新增关联方，2017 年度未申请

预计额度，截至 2017年末公司

与本行未开展业务合作。 

授信

类 
0.5 新增 主要用于贸易融资等业务。 

8 

金陵药业

股份有限

公司 

新增关联方，2017 年度未申请

预计额度，未开展业务合作。 

授信

类 
2 新增 主要用于债券投资等业务。 

9 

南京金陵

制药（集

团）有限公

新增关联方，2017 年度未申请

预计额度，未开展业务合作。 

授信

类 
2 新增 主要用于债券投资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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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0 

安诺久通

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 

新增关联方，2017 年度未申请

预计额度。2017 年为本行提供

汽车租赁服务，支付服务费

0.09 亿元。 

提供

服务

类 

0.13 新增 
主要用于支付汽车租赁服务费

用。 

11 

法国巴黎

银行个人

金融公司 

新增关联方，2017 年度未申请

预计额度。2017 年为本行提供

技术服务，本行支付服务费

6326 万元。 

提供

服务

类 

1.2 新增 主要用于支付技术服务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