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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关联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3月28日,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本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事项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

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3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非关联董事9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关联方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马海疆、唐劲松、殷新中、孙志

强、王怀明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

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对2019年度与部分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进行了合理预计；公司预计的部分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



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其定价原则与独立第三方一致；独立董事同

意将《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

回避。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

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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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

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

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已在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经公司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

程序符合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内容 

序列 客户名称 2018 年业务开展情况 2019 年预计额度（万元） 内容 

1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 

2018年授信 30000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无用信

余额 

10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债权融资计划、

信托、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券、

保函、信用证等授信业务 

2 
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18 年授信 100000 万

元，截至 2018 年末，信

托余额 80000 万元 

15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债权融资计划、

信托、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券、

保函、信用证等授信业务 

3 

无锡锡隆

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

方 

无锡震达

机电有限

公司 

2018 年授信 6500 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贷款余

额 5000 万元 

20000.00  

1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债权融资计划、

信托、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券、

保函、信用证等授信业务 

无锡锡隆

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2018 年授信 8000 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贷款余

额 8000 万元 

1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债权融资计划、

信托、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券、

保函、信用证等授信业务 

4 

无锡兴达

尼龙有限

公司及其

关联方 

无锡殷达

尼龙有限

公司 

2018年授信 19000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贷款余

额 15000 万元 

40000.00  2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债权融资计划、

信托、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券、

保函、信用证等授信业务 



无锡市兴

达尼龙有

限公司 

2018年授信 10000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贷款余

额 10000 万元 

2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债权融资计划、

信托、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券、

保函、信用证等授信业务 

5 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授信 50000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贷款余

额 7000 万元 

8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债权融资计划、

信托、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券、

保函、信用证等授信业务 

6 
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

限公司 

2018年授信 20000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贷款余

额 5000 万元 

2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债权融资计划、

信托、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券、

保函、信用证等授信业务 

7 
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18年授信 30000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债券投

资持有面额 2.7 亿 

3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融资、贴现、

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

债券等授信业务 

8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授信 17 亿元，截

至 2018 年末，非保本理

财 0.2 亿元用信余额 

220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9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授信 20 亿元，截

至 2018 年末，同业拆借

用信余额 6 亿元，同业存

单用信余额 1.5 亿元 

220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10 
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授信 3 亿元，截

至 2018 年末，无用信余

额 

50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11 
江苏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授信 2 亿元，截

至 2018 年末，0.5 亿元

债券用信余额 

25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12 
江苏东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授信 2 亿元，截

至 2018 年末，无用信余

额 

20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13 
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未授信 20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14 

国联信托

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

关联方 

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授信 3 亿元，截

至 2018 年末，无用信余

额 

250000.00  

70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国联信托

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授信 3 亿元，截

至 2018 年末，无用信余

额 

60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国联财务

有限责任

公司 

2018 年授信 0.6 亿元，

截至 2018 年末，无用信

余额 

30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国联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未授信 20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华英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2018 年未授信 300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票

据业务，债券业务等 

无锡市国

联发展（集

团）有限公

司 

2018 年授信 1 亿元，截

至 2018 年末，无用信余

额 

2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债权融资计划、

信托、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券、

保函、信用证等授信业务 

无锡华光

锅炉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授信 6000 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债券投

资持有面额 4315 万元 

20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融资、贴现、

债券投资、银行承兑汇票、保函、

信用证、信托受益权等授信业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6月，注册资本1,815,304.49万

元，法定代表人唐劲松。该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有效资质证书

经营)；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工程项目管理；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城市建设项目的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市政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以上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自有房屋、设施设备的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

金属材料、建筑用材料、装饰装修材料、五金交电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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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末，该公司总资产5,594,729.15万元，净资产2,192,331.30

万元；2018年1-9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221,532.04万元，净利润27,713.22

万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行主要股东。 

（二）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3月，注册资本为

2,041,074.84万元,法定代表人唐劲松。该公司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

资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物业管理、拆迁服务；城市项目建设综合开发；市政工

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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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末，该公司总资产7,639,184.32万元，净资产2,517,711.59

万元；2018年1-9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99,803.24万元，净利润15,976.80万

元。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唐劲松在该公司担任董事局主席职务。 

（三）无锡锡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及关联方 

1、无锡震达机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无锡震达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7月，注册资本为320.8万美元，法定代

表人孙龙强。该公司经营范围：生产汽车维修工具、汽车零配件。 

截至2018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3,442.31万元，净资产21,257.70万元；2018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20,804.99万元，净利润1,339.58万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行主要股东无锡万新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孙龙强系本行董事孙志强兄弟。 

2、无锡锡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无锡锡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注册资本228万美元，法定代

表人孙志强。该企业经营范围：生产冷轧镀锌材料、非建筑钢结构件。 

截至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22,178.66万元，净资产14,061.95万元；2018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4,720.01万元，净利润624.81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孙志强先生在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四）无锡兴达尼龙有限公司及关联方 

1、无锡殷达尼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无锡殷达尼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注册资本为180万美元，法定代表

人殷炼伟。该公司经营范围：生产各种尼龙树脂、尼龙单体及尼龙中间体和特种

尼龙。 

截至2018年11月末，该公司总资产84,085.95万元，净资产35,318.84万元；

2018年1-11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59,949.85万元，净利润4,552.11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殷新中先生之子殷炼伟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2、无锡市兴达尼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无锡市兴达尼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法定代表人殷新中，注册资本

10,027.4万元。该公司经营范围：尼龙制品、尼龙610盐、尼龙1010盐、塑料尼

龙合成的制造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的尼龙切片、尼龙丝、癸二胺、十二碳二元

胺、癸二酸、十二碳二元酸、蓖麻油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及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PBT单丝、PET单丝的制造、加工。 

截至2018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02,146.92万元，净资产50,772.85万元；2018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48,192.17万元，净利润7,255.22万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行主要股东。 

（五）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注册资本570,000万元，法定代

表人徐政。该公司经营范围：对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建设、运营；工程管理服

务；国内贸易；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

证书经营)；咨询和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对京沪高速铁路和沪宁城际铁路无锡段的投资建设；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

内广告业务。 

截至2018年9月末，该单位总资产4,918,411.34万元，净资产1,530,860.61

万元；2018年1-9月，该单位主营业务收入20,523.72万元，净利润-5,423.11万

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行主要股东无锡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六）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3月，注册资本11,322.53万

元，法定代表人王均金。该公司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企业管理服

务；国内贸易(不含国家限制及禁止类项目)；电梯的维修、保养；钟表修理；金

银饰品加工；仓储服务；停车场服务；自有场地及专柜租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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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末，该公司总资产702,882.55万元，净资产377,426.10 万

元；2018年1-11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826,210.50万元，净利润23,721.08万

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行主要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七)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注册资本574,546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玉海。该公司经营范围：受托经营、管理市级交通国有资产,进行

国有资产的收益管理和经营；对市级交通集体资产进行托管经营；从事交通运输

及相关产业的投资；从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资产经营管理；国内贸易；

资产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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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9月末，该公司总资产459.68亿元，净资产206.65亿元；2018年

1-9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71.81亿元，净利润4.75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监事包可为先生在该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八）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12月，注册资本为 115.44 亿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为夏平。经营范围包括：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本外币短期、

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本外币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

务；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办理外汇汇款；结汇、售汇；提供外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18年末，江苏银行资产总额为 19,258.23 亿元，净资产为 1,226.24

亿元，不良贷款率 1.39%。2018 年度，该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352.24 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65亿元。(以上数据来源于其公布的业绩快报)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唐劲松先生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九）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3 月，注册资本

366,088.8889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小军。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外

汇汇款；外币兑换；结汇、售汇；外汇担保；外汇同业拆借；资信调查、资信和

见证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和贴现；基金销售业

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18 年末，紫金农商行资产总额 1,931.6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122.97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42.2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57 亿元，公司不良贷款率 1.69%。(以上数据来源于其公布的业绩

快报)。 

（2）关联关系 

本行独立董事王怀明先生在该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十）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7月，法定代表人吴凌，

注册资本为 135,8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本外币短

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本外币同业拆借；从事银

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外汇汇款；结

汇、售汇；提供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18 年末，宜兴农商行资产总额 567.93 亿元，净资产 46.28 亿元，



不良贷款率 3.73%。截至 2018年 12月末，该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23.15 亿元，净

利润 2.32 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关联

方。 

（十一）江苏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注册资本

82543.0555 万元，法定代表人徐建强。主要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

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及服务；代

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18 年末，淮安农商行总资产为 372.17 亿元，净资产 24.95 亿元。

2018年全年，该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9.99亿元，净利润 1.51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参股公司（持有其总股本的 16.25%股份）。 

（十二）江苏东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苏东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月，注册资本 32,984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华。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及服务；代理收付款项及

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截至 2018年末，东海农商行资产总额 133.92亿元，净资产 8.26 亿元，不

良贷款率 1.96%。2018 年度，该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7.59亿元，净利润 1.43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参股公司（持有其总股本 19.35%的股份）。 

（十三）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 6月，注册资本 30,250

万元，法定代表人朱安顺。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

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提

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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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末，句容农商行总资产为 250.25 亿，股东权益为 20.58 亿，

存款总额为 221.24 亿，贷款总额 150.55亿，不良贷款率 2.06%，营业收入 13.72

亿，净利润 1.96亿。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十四）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1.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 1月，注册资本 19.02亿元，法定代

表人姚志勇。经营范围为：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

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融资融券业务，

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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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年 9 月末，国联证券总资产为 225.85亿元，总负债 147.96 亿元，

净资产为 77.89亿元，营业收入为 8.42亿元，净利润 1.91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2.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年 1月。2003年 1月，无锡市信托投资

公司获准重新登记，并更名为国联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 7 月，更名

为国联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 7 月，国联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国联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 12.3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周卫平。控

股股东为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

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

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

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的承销业务；

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

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

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18年末，国联信托资产总额 51.23 亿元，净资产 47.19 亿元。2018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3亿元，净利润 1.98亿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行主要股东。 

3.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9 月，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法定

代表人杨静月。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

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

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

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



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

借。 

截至 2018年末，国联财务总资产为 80.35 亿元，总负债为 73.63 亿元，净

资产为 6.72亿元，营业收入 1.18亿元，净利润 0.71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4.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月，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武斌。公司经营范围：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健

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分红型保险；万能型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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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末，国联人寿资产总额 42.85 亿元，净资产 12.04 亿元。2018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84亿元，净利润-4.53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5.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年 4 月，注册资本 80,000万元，法定代

表人姚志勇。经营范围：（一）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

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与保荐（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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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末，华英证券总资产为 9.94 亿元，总负债 0.54 亿元，净资产

为 9.39 亿元，营业收入 2.15亿元，净利润 0.29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国联信托的关联方。 

6.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注册资本800,000万

元，法定代表人华伟荣。该公司经营范围：从事资本、资产经营；代理投资、投

资咨询及投资服务。 

截至2018年9月末，该公司总资产842.17亿元，净资产316.30亿元；2018年

1-9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56.59亿元，投资净收益10.68亿元，净利润14.38

亿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行主要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7.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注册资本25,600万元，法定

代表人蒋志坚。经营范围：电站锅炉、工业锅炉、锅炉辅机、水处理设备、压力

容器的设计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制造、销售；利用自有资金对环保行业、

能源行业、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进行投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凭有

效资质证书经营)；成套发电设备、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的销售；烟气脱硫脱硝成

套设备的设计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制造、销售、安装；金属材料、机械

配件的销售；环保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I级锅炉(参数不限)安装、改造、维修；房屋租赁；起重机械安装、维修(凭有效

资质证书经营)；煤炭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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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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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1,244,305.83万元，净资产515,628.83万



元；2018年1-9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529,266.21万元，净利润36,817.83万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行主要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预计部分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政策经营范围内发生

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

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业法规、政策允许的经营范围内发生的

常规业务，有利于本行充分发挥优质关联方客户资源优势，稳步促进业务发展。 

本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

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本行

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