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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关联法人 

（一）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关联体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行主要股东之一，该主要股东及关联体

包含 66户关联方，该关联集团部分成员情况如下： 

1、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8年 6月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财务咨询、投资

咨询。截至 2018年 9月末，公司总资产 611亿元，总负债 285亿元，

资产负债率 46.64%，所有者权益 326 亿元，营业收入 24 亿元，净

利润 19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0 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2018年在本行一般授信额度 10亿元，截至 2018年末债券

投资余额 2062万元。 

 

2、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3月 注册资本 366088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紫金农商银行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筹建，由南

京市辖区内原 4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南京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南京市江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京市浦口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南京市六合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按照市场化原则组建而成的股份

制农村商业银行。截至 2018 年末，资产总额 1931.65 亿元，在南京

市区范围内形成规范、完善的金融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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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2016年

至 2018 年紫金农商行在本行同业授信额度均为 25亿元，截至目前

该公司在本行同业存单业务余额 2亿元。 

 

3、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0年 11月 注册资本 274901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江苏省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创建于

1990 年，是一家与中国资本市场一同成长起来的创新类证券公司，

拥有涵盖全国各大主要中心城市的分支机构近百家。公司拥有南证

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富安达基金管理公司等子公司。2012年，该公

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10 月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功

挂牌全国股转系统。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5亿元，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2016 年在本行同业授信额度为 20亿元，2017年在本行同业授信额

度为 15亿元，2018年在本行同业授信额度为 4.5亿元，截至目前

暂无业务合作。 

 

4、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2年 9月 注册资本 2453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紫金信托前身为南京市信托投资公司，2010年 2 月经中国银监

会批准，以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南京紫金投资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为主导，引入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

新技术经济开发总公司和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战略投资者

实施重组。2010 年 10 月获准重新登记，并更名为紫金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亿元，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2016 年至 2018年，在本行同业授信额度均为 20亿元，2018年末无

授信业务余额。 

 

5、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5月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 



 3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物

业管理、实业投资、停车场管理服务、提供劳务服务、会务服务、

技术开发、服务、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组织文化交流活

动、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日用百货销售。 

截至 2018 年 3 月末，公司总资产 706495.57 万元，总负债

425391.01万元，所有者权益 281104.56万元，资产负债率 60.21%。

金融城二期项目分东区、西区开发，目前西区先行启动建设，西区

预计总投资额约 45 亿元，西区已办理银团贷款 16 亿元，土地使用

权（西区其中的 2栋楼所在地块）已作为银团贷款抵押物办理抵押，

西区其余地块无资产受限情况。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亿元，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2016年在本行一般授信额度 3亿元，额度有效期至 2018年 4

月，期间实际用信金额 2亿元，截至 2018年末无授信余额。 

 

6、南京宽慧无线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1月 注册资本 54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无线宽带网络通信工程设计、施工、；信息化产品、

系统设计、开发、集成及维护；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维护；广

播影视网络视频传输技术开发；研究、开发现代电视技术及其在宽

带网络中的应用；承揽研究、开发、设计、建设、管理、维护多媒

体互动网络系统及应用平台；提供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网络工

程、通讯、机电工程设备、文化广播影视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对相关产业项目及企业进行投资。 

截至 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 23528万元，总负债 23056万元，

所有者权益 472万元，资产负债率 97.99%，营业总收入 4092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2017年至 2018年在本行授信额度均为 2000万元，每年用信金

额均为 2000万元。 

 

7、南京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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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01年 2月 注册资本 2075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投资及项目管理；提供与上述

经营项目相关的投资咨询、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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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资产 65513 万元，总负债 8868 万元，

所有者权益 56645万元，资产负债率 13.54%，净利润 273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 2016年至 2018 年在本行授

信额度均为 7000万元，每年用信金额均为 7000万元。 

 

8、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2年 9月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授权资产的营运与监管、资本运营、资产委托经营、

产权经营、项目评估分析、风险投资、实业投资、项目开发、物业

管理、不良资产处置、债权清收、财务顾问及其他按法律规定可以

从事的和市政府委托的相关经营业务。 

截至 2018年 9月末，公司总资产 2057亿元，总负债 1257亿元，

所有者权益 800亿元，资产负债率 61.10%，营业收入 134亿元，净

利润 31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2016年至 2018年投行业务余额均为 8245.79 万元。 

 

9、南京市信息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 1月 注册资本 21159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信息化项目投资；建设工程管理及咨询服务；资产

管理；股权投资。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197166 万元，

总负债 151257万元，所有者权益 45909万元，资产负债率 76.71%，

营业收入 107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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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亿元，业务开展情况

如下：2018年在本行一般授信额度 1亿元，实际用信及年末授信余

额均为 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10、南京市紫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 12月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创业投资、提供融

资性担保、开展金融机构业务代理以及经过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

务。截至 2018年 12月末，公司总资产为 86002万元，负债为 58071

万元，所有者权益 2793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52%，营业收入为

4838 万元，净利润为 648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5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2016至 2018年在本行一般授信额度均为 2.5 亿元，2016

年实际用信金额 0.5亿元，2017及 2018年实际用信金额均为 1亿

元（流动资金贷款）。 

 

11、南京通汇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5月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相关的咨询和担保；兼营与

融资租赁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业

务。截至 2018年 12月末，公司总资产为 192769万元，负债为 134622

万元，所有者权益 5814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83%，营业收入为

11009 万元，净利润为 3611 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2016年在本行一般授信额度

11000 万元，年末授信余额 9000 万元；2017年在本行一般属性额度

9000 万元，年末无授信余额；2018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20000万元，

实际用信金额 12380万元（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和商票保贴业

务），年末授信余额 2500万元。 

 

12、南京紫金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5月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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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

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其他业务：诉讼保全担保、

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

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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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6094 万元，负债总额 906

万元，资产负债率 5.63%，所有者权益 15188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5亿元，业务开展情况

如下：近三年在本行担保额度为 50000万元。2016年末为本行客户

提供担保余额合计 9749.6万元；2017年末为本行客户提供担保余

额合计 8779.6万元；2018年末为本行客户提供担保余额合计 8700

万元。 

 

13、南京紫金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 4月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以融资租赁等租赁业务为主营业务，开展与融资租

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租赁财产购买、租赁财产残值与维修、租赁交

易咨询和担保、向第三方机构转让应收账款、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

业保理业务。 

截至 2018年 12月末，公司总资产 157393万元，负债总额 12198

万元，资产负债率 5.63%，所有者权益 35410 万元，营业收入 9846

万元，净利润 3137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12亿元，2018年在

本行授信额度 1.12亿元，实际用信金额 0.49亿元。 

 

14、南京紫金数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12月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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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库及计算机

网络的建设、系统维护；计算机软件、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销

售；电子计算机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 

截至 2018年 12月末，公司总资产 1768万元，负债总额 961万元，

资产负债率 54.36%，所有者权益 807 万元，营业收入 2150 万元，

净利润 131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 年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2018 年在

本行授信额度 500万元，实际用信金额 478.2万元。 

 

15、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2年 9月 注册资本 115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并购、重组；资产管理；组建、受托管

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产收购、管理、处置；科技孵化器投资及

运营；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截至 2018年 9月

末，公司总资产 48.46 亿元，负债总额 26.14 亿元，资产负债率

53.94%，所有者权益 22.32亿元，营业收入 1.22亿元，净利润 0.49

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9 亿元，2018 年在

本行授信额度 0.9亿元，截至 2018年末无用信记录。 

 

16、智汇神州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 12月 注册资本 2034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信息化工程的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营；信息技术

和信息化工程相关企业管理咨询和投资咨询；城市信息化、民生类

信息服务产业的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营；市民卡系统的投资、开

发、运营；智能卡应用系统设计、开发、集成及技术服务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89 亿元，负债总额 0.77

亿元，资产负债率 26.64%，所有者权益 2.12 亿元，营业收入 0.51

亿元，净利润 0.0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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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 年新增关联方，2018 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0.2 亿

元，截至 2018年末无用信记录。 

 

（二）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及关联体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是本行主要股东之一，该主要股东及关联体包含 32

户关联方，该关联集团部分成员情况如下： 

1、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2年 7月 注册资本 77247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 

基本情况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是于 1997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交易。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及管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土地成片开发；建筑安

装工程；商品房开发、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工程设计；

咨询服务。污水处理、环保项目建设、投资及管理。 

截至 2018年 9月末，公司总资产 259.11亿元，总负债 149.44

亿元，所有者权益 109.67亿元，资产负债率 57.67%，营业总收入

26.02 亿元，净利润 8.86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该公司 2004年与本行建立信贷关系，2016 年在本行年度

基本授信额度 7亿元，用信 2.5 亿；2017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7亿元，

用信 2.5亿；2018年授信 7亿元，截至年末债券投资余额 1.8亿元。 

 

2、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 08月 注册资本 170000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公

司持股 80%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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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与南京

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鑫元基金诞生于中国基金业发展、转

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是国内一家独具特色的基金公司，发展前景广

阔，其传承南京银行“稳健进取”的经营理念，充分依托南京银行

金融市场业务优势，致力于做固定收益资产管理细分市场的耕耘者，

为投资者提供高水准的理财服务。 

截至 2018年末，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25.53亿元，营

业收入 2.56亿元，利润总额 1.46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亿元，截至 2018年

末未与本行发生授信业务合作。 

 

3、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 09月 注册资本 504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按现代化企业制度要求，于 1998 年

9月由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以优质资产共同

发起设立的科工贸一体化、产学研相结合的大型现代上市公司。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中、西药原料和制剂、生化制品、医药包

装制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天然饮料生产、销售。新产品研制、

技术服务及开发，医疗信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

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为

388493.54 万元，总负债 63889.64 万元，所有者权益 324603.9万

元，未分配利润 141440.85 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亿元，截至 2018

年末未与本行发生授信业务合作。 

 

4、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 6月 注册资本 792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公司具有城市园林绿化壹级资质，园林古建筑壹级资质、风景

园林设计乙级资质、文物保护三级资质和装饰装修三级资质的施工

企业，公司在园林装饰行业具有丰富的施工经验。承担多个大型的

园林绿化、古典建筑工程设计、施工项目。 

截至 2018 年 12 月，公司总资产 13.01 亿元，总负债 7.58 亿

元，其中短期借款 9300万元，长期借款 642万元，所有者权益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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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资产负债率 58.27%，营业总收入 6.80 亿元，净利润 7184

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6亿元，2018年末

授信余额 0.4亿元（主要为保理融资及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5、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1年 09月 注册资本 37228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港口经营，原油、成品油、液体化工产品

的装卸等。 

截至 2018年 9月末，公司总资产 468512万元，总负债 153841

万元，所有者权益 314671 万元，营业总收入 54520 万元，净利润

14981 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亿元，截至 2018

年末未与本行开展授信业务合作。 

 

6、南京龙潭物流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年 4月 注册资本 991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为：道路普通货物的运输、仓储、装卸、加工、包装、

配送及相关信息处理和有关货物代理业务；物流业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及相关服务；货场、仓储设施的租赁；提供海、陆、空货物的运

输、代理业务。截至 2018 年 9月末，公司总资产 40.39 亿元，总

负债 28.43亿元，其中短期借款 0.35亿元，长期借款 9.38亿元，

所有者权益 11.96亿元，资产负债率 70.40 %，营业总收入 16.36

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7亿元，2018年末

授信余额 0.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7、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9年 12月 注册资本 105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主营业务包括：住宅小区综合开发建设；商品房销售、租赁、

售后服务；新型住宅构配件、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生产、加工、销

售；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项目等领取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投资兴

办实业；教育产业投资等。 



 11 

截至 2018 年 9 月末，总资产 1604497.16 万元，总负债

1239010.85万元，所有者权益365486.31万元，营业收入129663.36

万元，净利润 11238.18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5亿元，截至 2018

年末授信余额 1.6亿元（固定资产贷款业务）。 

 

8、南京天溯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年 7月 注册资本 3222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能源自动化系统软硬件、电气自动化系统软硬

件、楼宇智能化系统软硬件、机电产品、通信设备、继电保护及自

动化装置、电工仪器仪表、节能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楼宇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维护、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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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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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3.75 亿元，净资产 1.88

亿元，各项存款 2369.72万元，各项贷款 7897.22万元，其中短期

贷款 7250 万元，长期贷款 647.22 万元，资产负债率 49.77%，营

业总收入 2.47亿元，净利润 4786.44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9亿元，2018年末

授信余额 0.24亿元（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9、南京新港红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 4月 注册资本 35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及资产管理；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城市规划

设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计算机软件开发；仓储；商务、会展、

会务服务；票务代理；物业管理。 

截至 2018年 9月末，公司总资产 55.88亿元，总负债 21.17亿

元，其中短期借款 0.3亿元，长期借款 9.5亿元，所有者权益 34.71

亿元，资产负债率 37.89 %。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亿元，2018年末授

信余额 1.9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10、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成立时间 1992年 4月 注册资本 8963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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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基本情况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为开发区管委会直属的、以实业投资和基

础设施开发建设为主营业务的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开发建设及国有资金管理、项目投资等。 

截至 2018年 9月末，公司总资产 671.98亿元，总负债 432.19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 48.05 亿元，长期借款 19.46 亿元，所有者权

益 239.78 亿元，资产负债率 64.32 %，营业总收入 48.80 亿元，净

利润 10.10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7亿元，2018年末授

信余额 0.8亿元（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11、南京兴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 2月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高新技术项目开发；创业、实业、风险、股权投

资；投资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建筑安

装工程施工；会务会展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 

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126.97 亿元，总负债 76.41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 2.2 亿元，长期借款 19.69 亿元，所有者权益

50.56 亿元，资产负债率 60.18%，营业总收入 2.11 亿元，净利润

26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亿元，2018年末授

信余额 0.109亿元（固定资产贷款业务）。 

 

12、南京乐金化学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9月 注册资本 15914 万美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该公司位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LG 产业园，由韩国 LG 化学株

式会社，南京紫金新港和南京新工集团在宁投资成立。与韩国工厂、

美国工厂，构成了 LG化学全球三大生产体系。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

动力电池，包括 HEV（混合动力）、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EV（纯

电动）使用的锂聚合物电池。2015 年 12 月正式量产，具备每年 10

万辆电动车电池产能，实现“0尾气”和“0 CO2”。 

该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新能源动力电池的生产、销售及相关

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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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亿元，截至 2018年

末未与本行开展授信业务合作。 

 

（三）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体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行主要股东之一，该主要股东及关联体包含 

230户关联方，该关联集团部分成员情况如下： 

1、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2年 02月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的主要股东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转

让、投资、企业托管、资产重组以及经批准的其它业务，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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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末，公司总资产 10042934.63 万元，总负债

3534192.47万元，所有者权益 6508742.17万元，资产负债率 35.19%，

营业总收入 44375.69万元，净利润 111197.20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5亿元，业务开展情况

如下：截至目前与本行暂无授信业务合作。 

 

2、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1年 04月  注册资本 82515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江苏省证券公司，1991年 5月 26

日在南京正式开业。华泰证券旗下拥有南方基金、华泰柏瑞基金、

华泰联合证券、华泰长城期货、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和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是江苏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形成

集证券、基金、期货、直接投资和境外业务为一体的、国际化的证

券控股集团。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 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2016 年在本行同业授信额度 50 亿元，2017 年在本行同业

授信额度 40亿元，2018年在本行同业授信额度 20亿元，目前无业

务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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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2年 06月 注册资本 376033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和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江苏省国信集团

的主要成员企业之一，专业从事金融信托业务。2018 年公司实现利

润总额 22.67亿元，资本利润率达 13.52%。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2017年和 2018 年在本行核定

的同业授信额度均为 20亿元，暂无用信。 

 

4、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12月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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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

拆借,进一步加强了集团的产融结合，强化了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

司的资金管控，集团财务公司开展产业链金融服务、外汇业务等新

业务类型。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未申报预计额度，业务开展情况如下：2016 年

在本行同业授信额度 10亿元，2017年及 2018年在本行同业授信额

度均为 8亿元，截至目前无业务余额。 

 

5、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 05月  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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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748951.92 万元，总负债

505369.89万元，所有者权益 243582.03万元，资产负债率 67.48%，

营业总收入 408907.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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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5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该公司 2016 年在本行年度授信总额 3.24 亿元，授信余额

9730 万元；2017年在本行授信总额 3.24亿元，授信余额 9730万元；

2018 年授信总额 3.24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授信余额 10739.81 万

元（固定资产贷款业务）。 

 

6、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年 06月  注册资本 377807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包括金融、电力能源股

权等）、投资管理与咨询，电力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电力技术

咨询、节能产品销售，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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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末，公司总资产 5101776.07 万元，总负债

2236659.19万元，所有者权益 2865116.89万元，资产负债率 43.84%，

营业总收入 1056281.93万元，净利润 130985.85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 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 2018年 5月江苏国信非公开募集资金 40亿元用于增资子

公司江苏信托，企业将募集资金专户开立于本行，为本行提供了 4.34

亿日均存款的支持。截至 2018 年末，江苏国信在本行未结清业务包

括 279 万美元的预付款保函，折合人民币 30681.07万元。 

 

7、江苏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09月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固废、气体、污泥处理、生态修复和流域整治；

市政公用工程及水务工程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和技术咨

询；机电安装工程、管道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环保产品设

备的开发与销售；投资咨询，工程咨询；建筑材料、环保材料的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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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44644.79 万元，总负债

15096.83 万元，所有者权益 29547.97 万元，资产负债率 33.81%，

营业总收入 4265.89万元，净利润 94.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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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亿元，业务开展情况

如下：2016 年在本行年度授信额度 1.5 亿元，截至年末授信余额

11500 万元；2018年与本行未发生授信业务合作。 

 

8、江苏省国信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04月  注册资本 74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融资性担保、投资与资产管理，财务顾问，企

业信息咨询，资产评估，商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设备租赁，非

学历职业技能培训。截至 2017 年 12月末，公司总资产 104979万元，

总负债 24153 万元，所有者权益 80810 万元，资产负债率 23%，营

业总收入 3149万元，净利润 2093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2 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该公司 2016年底在本行担保金额 7000万元，2017年和 2018

年底在本行均无担保余额。 

 

9、江苏省经泰工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 08月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钢绳、机电设备、电梯及配件、五金、视频监

控设备销售，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涂料涂装施工，保温工程

及防腐保温工程的施工，节能型建材及地坪材料的工程施工，装饰

装潢材料、建筑材料、保温及防腐材料、节能型建材及地坪材料、

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木材、电子产品及

通信设备、纺织品、工程塑料、初级农产品、水产品、汽车、摩托

车销售，技术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0900.82 万元，总负债

6470.63 万元，所有者权益 4430.19 万元，资产负债率 59.36%，营

业总收入 15322.79万元，净利润 1227.06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 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该公司

2016 年至 2018年在本行年度授信额度均为 1500万元，截至年末均

无授信余额。 

 

10、江苏省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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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07年 03月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基础设施投资、开发与经营，

工程管理，物业管理及市政建设，房地产咨询服务，实业投资、国

内贸易。 

截至 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 119173.78万元，总负债 5483.43

万元，所有者权益 113690.35 万元，资产负债率 4.60%，营业总收

入 25217.32 万元，净利润 3894.77 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45 亿元，业务开展

情况如下：该公司 2016年至 2018年在本行年度授信额度均为 4500

万元，2018年末授信余额 99.12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11、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12月  注册资本 1200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铁路、城际等交通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运

营管理，铁路、城际交通的客货运项目、仓储项目以及沿线土地等

综合资源开发，房地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与管理，国内贸易，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投资管理，铁路建

设发展基金的管理。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总资产 16962402 万元，总负债 5473915

万元，所有者权益 11488487 万元，资产负债率 32.27%，营业总收

入 50924 万元，净利润 60017 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 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2018 年

本行授信额度 5亿元，截至年末暂无用信记录。 

 

12、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87年 06月  注册资本 156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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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原盐、加工盐的销售。实业投资，化工产品、

机械、电力、种植、养殖产品的开发、制造、加工、销售，建筑勘

探设计，国内外贸易，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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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广告经营业务（限分支机

构经营）。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亿元，业务开展情况

如下：该公司 2018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1亿元，截至目前与本行暂无

授信业务合作。 

 

13、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7年 06月  注册资本 156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原盐、加工盐的销售。实业投资，化工产品、

机械、电力、种植、养殖产品的开发、制造、加工、销售，建筑勘

探设计，国内外贸易，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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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广告经营业务（限分支机

构经营）。 

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296480.86 万元，总负债

232496.42 万元，所有者权益 63984.44万元，资产负债率 78.42%，

营业总收入 421345.77万元，净利润 4984.62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8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2016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5000万元，截至年末无授信余额；

2018 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8000 万元，截至年末无授信余额。 

 

14、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1年 10月  注册资本 43679.61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统一组织联合经营的 16种出

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开展“三来一补”、进料加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

和转口贸易，国内贸易，服装及纺织品的生产、加工，仓储，房屋

租赁，室内外装饰，咨询服务。危险化学品批发（按《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内经营），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按《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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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 397460.58万元，总负债 194390.05

万元，所有者权益 203070.53万元，资产负债率 48.91%，营业总收

入 536449.93 万元，净利润 11849.59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 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该公司

2016 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15000 万元，2017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15000

万元，2018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15000万元，截至年末暂无用信记录。 

 

15、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2年 10月  注册资本 5418.4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商品的进

出口业务及各类大型工程和项目的承包等。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总

资产 250347 万元，总负债 205296 万元，所有者权益 45051 万元，

资产负债率 82.00%，营业总收入 524716万元，净利润 305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 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该公司

2016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28500万元，年末授信余额 26000万元；2017

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28500万元，年末授信余额 26000 万元；2018年

在本行授信额度 41500 万元，年末授信余额 21000 万元（开立信用

证及信用证押汇业务）。 

 

16、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7年 05月  注册资本 302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

贸易，服装加工、产品研发、打样设计，煤炭的批发经营，焦炭销

售，天然气销售（LNG、CNG），沥青、钢材的销售、仓储、咨询服务，

房地产的开发。 

截至 2018年 6月末，公司总资产 18292万元，总负债 10467万

元，所有者权益 7825 万元，资产负债率 57.22%，营业收入 30110

万元，净利润 254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 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该公司

2016 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5500 万元，年末无授信余额；2017 年在本

行授信额度 5500 万元，年末无授信余额；2018 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4500 万元，年末无授信余额且无用信记录。 

 



 20 

17、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苏迈克斯工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9年 02月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为：五金工具、电动工具、园林园艺工具、太阳能发

电设备、金属制品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包装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截至 2018年 3月末，公司总资产 35344

万元，总负债 22954 万元，所有者权益 12390 万元，资产负债率

64.94%，营业收入 19776万元，净利润 625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 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该公司

2016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3000万元，年末授信余额为 3000万元；2017

年在本行授信额度 2000 万元，年末无授信余额；2018 年在本行授

信额度 1000万元，年末无授信余额。 

 

18、江苏舜天国际集团五金矿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年 07月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包括：煤炭批发经营，生物质颗粒的研发及销售，锅

炉及管道配件的销售及节能技术服务，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金属材料、五金制品、普通机械、非金属矿产品、纺织品、丝绸制

品、化工原料、农副产品、工艺美术品的销售，金属制品制造、国

内贸易，空调安装、维修及技术咨询，仪器、仪表、机电设备、电

子元器件、各类阀门及零配件的销售，各类开关的销售，各类电线

电缆的销售。 

截至 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 94300万元，总负债 91647万元，

所有者权益 2653万元，资产负债率 97.19%，营业收入 137168万元，

净利润 46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该公司与

本行合作多年，近年在本行使用较多的信贷产品为银行承兑汇票、

开立国内信用证、开立进口信用证、出口商业发票贴现等。2016年

在本行授信额度 13000万元，年末授信余额为 13000 万元；2017年

在本行授信额度 15000万元，年末授信余额为 11200 万元；2018年

在本行授信额度 15000万元，年末授信余额为 8325万元。 

 

19、江苏舜天行健贸易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江苏舜天行健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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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02年 1月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服装及

其面辅料、纺织品、包装材料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仓

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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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末，总资产 12123 万元，总负债 4084 万元，

所有者权益 8039万元，资产负债率 33.69%，销售收入 11287万元，

净利润 270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2018年

在本行授信额度 3000万元，截至年末实际用信金额 1331.58万元（出

口商票贴现业务）。 

 

20、江苏舜天经协木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 2月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木材及其制品的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装饰

材料、化学品、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农副产品、纺织品、机电产

品、五金交电、矿产品销售，经济技术协作服务及咨询，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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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末，公司总资产 1335万元，总负债 655万元，

所有者权益 680万元，资产负债率 49.06%，销售收入 5453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2018年

在本行授信额度 500万元，截至年末暂未用信。 

 

21、江苏舜天凯信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 6月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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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与零售，汽车、摩托车配件、钢铁制品、

普通机械及器材、电工、电器、电子产品、电动、气动工具及其他

维修工具、农具、园林工具、五金、锁具、轻工产品、服装及纺织

品、箱包、玩具、装饰品、旅游用品、通信设备（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除外）等。 

截至 2018 年 3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 1869 万元，负债总额 951

万元，所有者权益 918 万元，资产负债率 50.88%，经营收入 1064

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2018年

授信额度 500万元，截至年末暂未用信。 

 

22、江苏舜天瑞隆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 3月  注册资本 8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

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的批发与零售，汽车、摩托车配件、钢铁制品、普通机械及器

材、电工、电器、电子产品（卫星地面接受设施除外）、电动、气

动工具及其他维修工具、农具、园林工具、五金、锁具、轻工产品、

服装及纺织品、箱包、玩具、装饰品、旅游用品、通信设备、仪器

仪表、轴承、水暖器材、建筑装饰材料等。 

截至 2018年 3月末，资产总额 3235万元，负债总额 1555万元，

所有者权益 1680万元，资产负债率 48.07%，经营收入 3537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2018年

在本行授信额度 500万元，截至年末暂未用信。 

 

23、江苏舜天泰科服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2年 2月  注册资本 7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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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服装及其面辅料、纺织品、家居用品、包装材料及

相关产品的生产、设计、打样、加工、销售、仓储（危险品除外）

及相关的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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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总额 25367万元，负债总额 10122万

元，所有者权益 15245 万元，资产负债率 60.10%，经营收入 63685

万元，净利润 5344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    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截至 2018年末江苏舜天泰科

服饰有限公司尚未与本行开展业务合作。 

 

24、江苏舜天信兴工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年 8月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服装及其辅料、纺织品、包装材料和其他相关产品

的生产、加工与经营，仓储及仓储、普通货运的相关咨询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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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21644万元，负债总额 14119万

元，所有者权益 7525 万元，资产负债率 65.23%，经营收入 36326

万元，净利润 945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2018年

在本行授信额度 3500万元，实际用信金额 1155.79万元。 

 

25、江苏徐矿综合利用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 6月  注册资本 56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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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

经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煤炭、煤矸石、煤泥、粉煤灰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及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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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末，资产总额 17.46 亿元，负债总额 7.78 亿

元，所有者权益 9.69亿元，资产负债率 44.56%，经营收入 7.55亿

元，净利润 0.23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截至目前与本行暂无授信业

务合作。 

 

26、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 5月  注册资本 543363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电子信息技术研发、服务、转让；电子产品研发、

制造、销售及相关服务；电子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相关服务；房地

产投资；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及资产经营管理服务。 

截至 2018年 9月末，资产总额 182.76亿元，负债总额 144.29

亿元，所有者权益 38.48亿元，资产负债率 65.23%，经营收入 7.45

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申报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2 亿元，业务开

展情况如下：2018年授信额度 3.2亿元，截至 2018 年末暂无用信

记录。 

 

（四）南京轻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体 

南京轻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本行主要股东之一，该主要股东及关联体

包含 27户关联方，该关联集团部分成员情况如下： 

1、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8年 04月 注册资本 417352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南京轻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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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板块分为医药业务、机电业务、化纤业务和其它

业务。 

截至2018年9月末，公司总资产7011469.24万元，总负债

3862527.2万元，所有者权益3148941.20万元，营业收入991847.78

万元，净利润8955.63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5亿元，2018年末授

信余额为 0。 

 

2、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5年 9月 注册资本 743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南京轻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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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亿元，2018年末授

信余额为 0。 

 

（五）法国巴黎银行及关联体 

法国巴黎银行是本行主要股东之一，该主要股东及关联体包含 791 户关联

方，该关联集团主要成员情况如下： 

 

1、法国巴黎银行 

成立时间 1848年 注册资本 746.32 亿欧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的主要股东 

基本情况 

法国巴黎银行成立于 1966 年 7月 1日，是一家由机构投资者、

政府机构、独立股东和员工共同持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银行，

经营范围覆盖：公司、投行、贸易金融、离岸、零售和私人银行业

务。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关联方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0亿元，2018年末

授信余额 3110.65万元（主要为转开保函和备用信用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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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0亿元，主要用于外汇

衍生业务、债券投资业务和 IRS等。 

较 2018 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万元  □增加   亿元 

2019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该关联方为本行重要的同业交易对手，为保障日常交易的顺利

进行，因此需要足够的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给予支撑。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与该关联方交易的利率按照市场行情进行，符合公允

性原则。2019年，与该关联方关联交易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

同类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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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2年 10月  注册资本 832755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的主要股东法国巴黎银行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系由法国巴黎银行有限公司于

1992 年 10月 1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经

批准的经营期限为 30年。2007 年 8月 15日银监会批准法国巴黎银

行原在华分行改制为由法国巴黎银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及下属分行。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止，其

下设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总部、北京分行、天津分

行、广州分行及上海自贸试验区支行，总行位于上海市。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亿元，2018年末授

信余额 36489.25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亿元，主要用于债券

投资、同业拆借、逆回购、外汇、金融衍生、在岸金融存放同业等

业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万元  □增加   亿元 

2019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该关联方为本行在外汇衍生品方面重要的同业交易对手，交易

量大，额度使用较多，同时也是本行结构性存款衍生端平盘的重要

交易对手，为保障日常交易的顺利进行，因此需要足够的预计额度

给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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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与该关联方交易的利率按照市场行情进行，符合公允

性原则。2019年，与该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

联方同类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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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苏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05月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的主要股东法国巴黎银行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苏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注册类型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范

围包括：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的存

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

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代理销售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保

险产品，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截至 2018年末，公司资产总计 63.89亿元，净资产 6.11亿元，

净利润为 4532.10万元，净资产收益率 7.42%。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亿元，2018年

末授信余额为 1亿元（同业借款业务）。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亿元，主要用于同业

借款、理财及投资等业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万元  ■增加 10000万元 

2019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综合考虑苏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目前股东和经营状况以及与本

行业务发展需求，拟申请预计额度 3亿元。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苏宁消费金融开展同业借款业务利率区间为

6.8%-7.0%，本行与非关联方机构开展同业借款业务授信利率为

4.5%-7.9%，本行与苏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交易价格处于上述同期

本行与其他非关联方同类金融机构同类交易利率定价区间范围之

内，符合交易当时市场利率行情，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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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苏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

非关联方同类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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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吉致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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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15年 08月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的主要股东法国巴黎银行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吉致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是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香港上市代码：0175）和法国巴黎

银行个人金融（法国巴黎银行全资子公司）合资成立的汽车金融公

司，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 

公司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于 2015年 8月在上海正

式成立，是一家持有金融牌照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主要为吉利和领

克汽车品牌客户提供融资服务，业务范围包括：为最终用户提供购

车贷款；为汽车经销商提供购车贷款；为汽车经销商提供营运设备

贷款（包括展示厅建设贷款和零配件贷款以及维修设备贷款等）；经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8亿元，2018年末无

授信余额。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8亿元，主要用于该机

构同业借款等同业投融资业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50000万元  □增加亿元 

2019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根据该机构 2018年同业授信额度申报，符合本行相关授信标

准。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与该关联方交易的利率按照市场行情进行，符合公允

性原则。2019年，吉致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

行对非关联方同类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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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法人 

1、宜兴阳羡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8年 12月 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基本情况 

宜兴阳羡村镇银行是本行作为主发起人设立的第一家村镇银

行，由本行联合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公司和宜兴市资产经营公司等

出资人共同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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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8 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 

2016年本行授信 8亿元，2017年 5亿元，2018 年由于需要流

动性支持上升至 18亿元，截至目前暂无无用信记录。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8亿元，主要用于流动

性支持、同业存款、债券投资、债券回购等业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亿元□增加 亿元 

2019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根据宜兴阳羡村镇银行目前经营情况和合作方向，以及本行需

对其有流动性支持，故申报 18亿元。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9年，该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客

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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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 12月 注册资本 30813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47.5%的控股子公司 

基本情况 

昆山鹿城村镇银行是本行作为主发起人设立的第二家村镇银

行，是本行联合昆山伊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彩华包装集团公

司、昆山市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其他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昆山鹿城村镇银行成立后，

各项业务发展迅速，存贷款增长较快，资本充足率维持较高水平，

资产质量较高。 

截至 2018 年 9 月末，该行总资产 57.07 亿元，净资产 5.74 亿

元，利润总额 7861.84万元，净资产收益率 10.39%。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5 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2016、2017 年昆山鹿城村镇银行在本行同业授信额度 20

亿元，2018年在本行同业授信额度 25亿元，实际用信金额 7.55亿

元，年末授信余额 13000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5亿元，主要用于流动

性支持、同业存款、同业投资、债券投资、债券回购等业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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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综合考虑 2018年末昆山鹿城村镇银行总体资产规模，且本行与

紫金信托各项同业业务发展需求，维持存量授信额度 25亿元。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 年，本行与该公司开展存放同业业务授信利率为

2.7-3.8%；与非关联方开展存放同业业务利率区间为 2.7%-5.8%；

本行与昆山鹿城银行交易价格均处于同期本行与其他非关联方同类

金融机构同类交易利率定价区间范围之内，符合本行定价要求以及

市场行情。 

2019年，该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客

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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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1年 1月 注册资本 374788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20%的参股公司 

基本情况 

日照银行成立于是一家由国有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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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商业银行。 

截至 2018年 9月末，该行总资产 1440.17亿元，净资产 121.09

亿元，各项存款 1002.02 亿元，各项贷款 634.96 亿元，利润总额

6.48 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70 亿元，业务开展情

况如下：2016 年至 2018 年，我行核定日照银行授信额度 45、75、

55亿元，截至 2018年末债券投资余额 19532.1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60亿元，主要用于同业

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存单、债券回购、同业投资、贸金业务、债

券投资、在岸金融业务、外汇及衍生品交易、理财投资等业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10亿元  □增加亿元 

2019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综合考虑 2018年末日照银行总体资产规模，且本行与日照银行

各项同业业务发展需求。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日照银行开展同业拆借、逆回购、存单、债权

投资授信利率为 2.3-4.2%，本行与非关联方机构开展上述业务利率

1.43%-6.5%，符合本行定价要求以及市场行情。2019 年，该公司授

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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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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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8年 4月 注册资本 298664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21.09%的参股公司 

基本情况 

该公司的前身江苏省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5 年 6月，1988

年改组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取得《金融许可证》，是经中国银监

会批准的专门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注

册资本 23.47亿元人民币，现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外资、产

业基金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大力支持

下，江苏金融租赁 2014年上半年开始股份制改造，并于 11月股

改工作正式完成。本行出资 6.3亿元持有其 26.86%的股份，是该

公司第二大股东。2018年 3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为 600901。 

2018 年预计额度及

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60亿元，业务开展

情况如下：2016年同业授信额度为 50亿元；2017 年同业授信额

度为 60亿元；2018年同业授信额度为 60亿元，截至年末无授信

余额。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60亿元，主要用于

债券投资、贷款、同业拆借、同业借款等业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亿元 

2019 年预计额度需

求分析 
维持存量授信额度。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江苏金融租赁开展同业拆借业务利率区间为

2.5%-4.2%，本行与非关联方机构开展同业拆借业务利率为

1.43%-6.5%。本行与江苏金融租赁交易价格均处于同期本行与其

他非关联方同类金融机构同类交易利率定价区间范围之内，符合

本行定价要求以及市场行情。 

2019年，该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

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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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芜湖津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9年 4月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30.03%的参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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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芜湖津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芜湖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是一家以服务地方“三农”为宗旨的法人机构，2009

年 9月组建为芜湖津盛农村合作银行，2013年 3月成立芜湖津盛

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成立后该银行继续依托遍布城乡的网点优

势为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提供各类金融产品，满足社会各界的融

资需求。 

2018 年预计额度及

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 亿元，2018 年本

行未与该行发生授信业务合作。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亿元，主要用于同

业存款、债券回购、债券投资、同业拆借、同业投资、票据等业

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亿元  □增加 亿元 

2019 年预计额度需

求分析 

虽然 2018 年暂未与本行发生业务往来，但随着该行进入债

券市场开展业务，存在潜在的业务合作需求。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9年，该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

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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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2年 3月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徐益民担任董事的单位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原料药（含抗肿瘤类）、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

药）、小容量注射剂（含非最终灭菌抗肿瘤药）、片剂（含青霉素

类、激素类）、颗粒剂、硬胶囊剂（含激素类）、干混悬剂（含青

霉素类）、凝胶剂、乳膏剂、栓剂的生产；医疗保健咨询与服务

等。 

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4.64 亿元，总负债 1.07

亿元，所有者权益 3.57亿元，资产负债率 23.06 %，营业总收入

1.61亿元，净利润 0.14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及

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2 亿元，2018 年

用信 0.05亿元，截至 2018 年末无业务余额。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2亿元，主要用于

银行承兑汇票、流动资金贷款等业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亿元□增加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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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预计额度需

求分析 
维持去年存量授信额度。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向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

款 500 万元，年利率 4.36%，符合本行定价要求以及市场行情。

2019 年，该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客户

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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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南京高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12月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徐益民担任董事的单位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创业投资、提供

融资性担保、开展金融机构业务代理以及经过监管部门批准的其

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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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3.33 亿元，总负债 0.47

亿元，所有者权益 2.86亿元，资产负债率 14.11 %，营业总收入

0.25亿元，净利润 0.33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及

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8亿元，截至 2018

年末与本行未发生业务合作。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8亿元，主要用于

流动资金贷款、担保业务合作等。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亿元□增加 亿元 

2019 年预计额度需

求分析 
维持去年存量授信额度。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9年，该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

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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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 11月  注册资本 3726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独立董事陈冬华担任董事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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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电视剧的制作、发行。影视投资（动画片、纪录

片、专题片除外），电影院线和影城的经营及电影相关的广告经

营，影视剧创作人员的经纪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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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末，公司总资产 23.66亿元，总负债 10.16

亿元，所有者权益 13.5 亿元，资产负债率 42.95%，营业总收入

16.55 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及

业务情况 

该公司 2018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与本行未发生业务合作。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亿元，主要用于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等业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2亿元  □增加 亿元 

2019 年预计额度需

求分析 
根据业务实际需要调整去年授信额度。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9年，该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

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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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江苏理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9月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有权参与公司授信和资产转移人员的近亲属任职副总经理

的单位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电子、电器产品及组装件、汽车零部件、通用工

具、金属零配件、陶瓷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模具、金属

饰品的设计、制造、销售；金属粉末制品、金属材料的制造、销

售；真空镀膜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6037 万元，总负债 910

万元，所有者权益 5127万元。 

2018 年预计额度及

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2018年授信额度 6000 万元，用信 379.02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3亿元，主要用于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亿元□增加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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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预计额度需

求分析 

该公司 2018年度销售收入 1806万元，企业结合目前的订单

以及新股东对企业前景的判断，预计 2019 年销售收入达到

5000-6000 万元，由于企业账期大约在 4-6 个月， 3000 万元基

本授信额度较为合理。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 年本行与该公司发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与银行承兑汇

票业务，贷款年利率 5.22%，符合本行定价要求以及市场行情。 

2019年，该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

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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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南京友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2年 7月 注册资本 19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有权参与公司授信和资产转移人员的近亲属为主要股东的

单位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化学建材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生产限分支

机构经营）；工程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工程病害诊断、评

估和维修加固；工程材料应用及施工的技术咨询；国内外技术引

进及交流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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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89 亿元，总负债 0.47

亿元，所有者权益 1.42亿元，资产负债率 24.86 %，营业总收入

0.71 亿元，净利润 0.06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及

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新增关联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2018年授信额度 0.05 亿元，用信 0.05亿元。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05 亿元，主要用

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亿元□增加 亿元 

2019 年预计额度需

求分析 
维持去年存量授信额度。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 年本行向南京友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

款 500万元，年利率 5.655%，符合本行定价要求以及市场行情。

2019 年，该公司授信类业务定价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客户

群体的交易条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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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非授信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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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NPP Personal Finance（法国巴黎银行个人金融公司） 

客户名称 
BNPP Personal Finance（法

国巴黎银行个人金融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1953年  注册资本  ——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法国巴黎银行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 

2018 年预计额度

金额及业务情况 

2018 年度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 1.2 亿元，实际交易

总额为 11415.00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金额及用途 

拟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6000万元，主要用于该公司

为本行提供消费信贷业务相关技术服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 4000 万元 

本年度申报预计额

度需求分析 

根据本行与法国巴黎银行签订的相应技术服务合同，按照对应业务

年化日均余额计算。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 年支付提供服务费用定价符合本行定价管理要求及市场行情，

符合公允性原则。 

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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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01年 1月 注册资本 374788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20%的参股公司 

基本情况 

日照银行是一家由国有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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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商业银行。截至 2018年 9月底，

该行总资产 1440.17亿元，净资产 121.09亿元，各项存款 1002.02

亿元，各项贷款 634.96亿元，利润总额 6.48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金额

及业务情况 

2018年度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50 万元，2018

年共支付其理财代销服务费 62.08万元、机房托管服务费 50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计额

度金额及用途 

1、拟申请提供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50亿元，主要用

于与日照银行开展资产转让业务。 

2、拟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50万元，主要用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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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银行为本行提供异地灾备机房托管服务。 

3、拟申请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800万元，主要用于日照

银行代理销售本行理财产品。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新增 50亿元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和 2800万元其他类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 

■减少 1000万元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本年度申报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1、日照银行为本行重要的同业交易对手，为保障日常同业业务

的正常办理，故 2019年度拟申请 50亿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 

2、日照银行本年度继续为本行提供异地灾备机房托管服务，费

用较往年维持不变，故 2019 年度拟申请 50万元提供服务类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 

3、2019年度本行拟大力拓展与日照银行理财代销业务，按照代

销手续费年化 0.3%费率计算，2019年预计发生理财代销手续费约

2800 万元左右，故 2019年度拟申请 2800万元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均处于同期本行与其他非

关联方交易利率定价区间范围之内，符合交易当时银行间市场利率

行情，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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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本行与该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仍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预

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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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安诺久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安诺久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07年 11月 注册资本 54916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法国巴黎银行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安诺久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是法巴安诺（Arval）和上海巴士汽车租

赁的合资企业，法巴安诺是法国巴黎银行全资子公司，是欧洲全服务、

经营性车辆租赁市场领导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81431F，

主营车辆租赁以及提供与车辆租赁相关的服务，融资租赁业务等。 

2018 年预计额度金

额及业务情况 

2018 年度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13 亿元，实际交易

总额 1173.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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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金额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300 万元，主要用于支

付汽车租赁服务费用。 

较 2018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万元 

本年度申报预计额

度需求分析 
本年度继续保持和该公司的事务合作，预算和往年持平。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 年，本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均处于同期本行与其他非关联

方交易定价区间范围之内，符合交易当时市场行情，无利益输送以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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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本行与该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仍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预计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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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相关事务。 

 

4、江苏鑫合易家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名称 江苏鑫合易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16年 7月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余宣杰担任董事长的单位 

基本情况 

江苏鑫合易家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金融为基础，以科技

为手段，以服务为宗旨，面向金融机构的科技服务公司。公司以提供创

新型的金融服务为前提，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应用技术、云计

算技术、区块链等技术手段，为广大中小金融机构提供安全、专业、高

效、丰富的科技与金融服务。 

2018 年度预计额度

金额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自成立以来为本行提供外包人力服

务及相关软件服务。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金额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900 万元，用于购买其

外包人力服务及支付相关软件服务费用。  

较 2018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万元 

本年度申报预计额

度需求分析 

本年度拟向其采购 360人月的外包人力服务，用于补充本年度重点

项目开发，预计服务费用 90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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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 年本行对其人力外包服务的定价与其他厂商一致，均通过三方

评估，符合本行定价管理要求及市场行情，符合公允性原则等。 

2019 年度定价仍延续往年定价规则，采用分段报价、三方评估，按

照集中采购办法进行采购，符合本行定价管理要求及市场行情，符合公

允性原则。 

 

5、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11年 5月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由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河

西中央商务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5000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冯金江；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停车场管理

服务、提供劳务服务、会务服务、技术开发、服务、咨询、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组织文化交流活动、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日用百货销售。 

2018 年预计额度金

额及业务情况 

2018年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00万元，截至 2018年

末实际未支付服务费。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金额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200 万元，主要用于工

程项目委托代建服务 

较 2018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800万元  □增加 

本年度申报预计额

度需求分析 

根据合同约定金额，剩余款项为 1000 万元，故申请预计额度 1200

万元。 

交易公允性分析 

按照已签订合同进度付款，至工程竣工结束交付工程款，符合交易

当时市场行情，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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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

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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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11年 3月 注册资本 366088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

方 

基本情况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紫金农商银行），是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筹建，由南京市辖区内原 4家农村

中小金融机构（南京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京市江宁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南京市浦口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京市六合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按照市场化原则组建而成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截至 2018

年末，资产总额 1931.65亿元，在南京市区范围内形成规范、完善的

金融服务网络。 

2018 年预计额度

金额及业务情况 
2018 年未申请资产转移类额度，也未开展相关业务。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金额及用

途 

本年度拟申请提供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 亿元，主要用

于与紫金农商行开展信贷资产转让业务。 

较 2018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万元 

本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需求分析 

该关联方为本行重要的同业交易对手，为保障日常交易的顺利进

行，因此需要足够的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给予支撑。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9 年，本行与该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仍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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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相

关事务。 

 

7、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名称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1992 年 09月  注册资本 245300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紫金信托前身为南京市信托投资公司，2010年 2月经中国银监会

批准，以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南京紫金投资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为主导，引入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胞集团有限

公司、南京高新技术经济开发总公司和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四家战略投资者实施重组。2010 年 10月获准重新登记，并更名为紫

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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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预计额度

金额及业务情况 

2018 年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亿元，截至 2018年末

实际支付 799.76万元服务费。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金额及用

途 

1、拟申请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亿元，主要用于该公司为本

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2、拟申请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0亿元，主要用于与紫

金信托开展信贷资产转让业务。 

较 2018年预计额

度 

■ 新增 30亿元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 减少 2亿元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本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需求分析 

综合考虑 2018年末紫金信托总体资产规模，且本行与紫金信托各

项同业业务发展需求申报相应预计额度。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 年，本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均处于同期本行与其他非关

联方交易定价区间范围之内，符合交易当时市场行情，无利益输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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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本行与该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仍坚持在本行

关联交易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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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下办理相关事务。 

 

8、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1992年 10月  注册资本 832755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法国巴黎银行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系由法国巴黎银行有限公司于 1992

年 10 月 1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经批准的

经营期限为 30年。2007年 8 月 15日银监会批准法国巴黎银行原在华

分行改制为由法国巴黎银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法国巴黎银

行（中国）及下属分行。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其下设法国巴黎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总部、北京分行、天津分行、广州分行及

上海自贸试验区支行，总行位于上海市。 

2018 年预计额度

金额及业务情况 

2018 年度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亿元，主要用于该

行向本行提供代理销售本行理财产品等服务，截至 2018 年末本行支付

理财代销手续费共计 22.73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金额及用

途 

本年度拟申请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1亿元，主要用于该公

司为本行代理销售理财产品。  



 42 

较 2018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9000万元  □增加 

本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需求分析 

按照目前大概每周 1亿的代销业务量计算，预计将支付近 1000 万

元代理销售手续费。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 年，本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均处于同期本行与其他非关

联方交易定价区间范围之内，符合交易当时市场行情，无利益输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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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本行与该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仍坚持在本行

关联交易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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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下办理相关事务。 

 

9、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03年 4月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法国巴黎银行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海富通基金为国内首批获批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截至 2018

年末，总管理资产规模 2125亿人民币，其中公募基金管理规模累计达

到 747 亿。客户总资产 17.87 亿，营业收入 6.63亿，净利润 1.72亿。 

2018 年预计额度

金额及业务情况 

2018 年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00万元，截至 2018

年末未与其开展提供服务类业务。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金额及用

途 

本年度拟申报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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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2018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万元 

本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需求分析 

该关联方为本行重要的同业交易对手，为保障日常交易的顺利进

行，因此需要申报相应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给予支撑。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9 年，本行与该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仍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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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相

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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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名称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1992年 06月 注册资本 376033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向公司派驻监事单位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和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江苏省国信集团的主

要成员企业之一，专业从事金融信托业务。2018 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22.67 亿元，资本利润率达 13.52%。 

2018 年预计额度

金额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19年度新增关联方， 2018年本行共计向该公司支付

资产管理费 515.5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金额及用

途 

本年度拟申请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7000万元，主要用于该公

司为本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较 2018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万元 

本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需求分析 

综合考虑 2018年末江苏省国际信托总体资产规模，且本行与江苏

省国际信托各项同业业务发展需求。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9 年，本行与江苏省国际信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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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交易当时银行间市场利率行情，

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保证无利益输送

以及价格操纵行为，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 

 

 

 

 

 

11、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

类 

□资产转移

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09年 12月 注册资本 308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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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47.5%的控股子公司 

基本情况 

昆山鹿城村镇银行是本行作为主发起人设立的第二家村镇银行，

是本行联合昆山伊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彩华包装集团公司、昆

山市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其他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的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昆山鹿城村镇银行成立后，各项业务

发展迅速，存贷款增长较快，资本充足率维持较高水平，资产质量较

高。 

2018年三季度，该行总资产 57.07亿元，净资产 5.74亿元，利

润总额 7861.84万元，净资产收益率 10.39%。 

2018 年度预计额

度金额及业务情

况 

2018 年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500万元，截至 2018 年

末共计支付 24.34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金额及用

途 

本年度拟申请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0万元，主要用于代理

销售本行理财产品。 

较 2018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300万元  □增加 

本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需求分析 

根据当前存量理财代销业务及预估 2019年拟发生代销业务，按照

年化手续费率 0.3%计算，2019年内预计共需支付手续费约 200万左右。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昆山鹿城银行交易价格均处于同期本行与其他非

关联方同类金融机构同类交易利率定价区间范围之内，符合交易当时

银行间市场利率行情，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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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本行与昆山鹿城村镇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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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交易当时银行间市场利率行情，

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保证无利益输送

以及价格操纵行为，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 

 

12、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1990年 11月 注册资本 274901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持股公司 5%以上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联方 

基本情况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是江苏省

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是一家与中国资本市场一同成长起来的创新

类证券公司，拥有涵盖全国各大主要中心城市的分支机构近百家。

公司拥有南证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富安达基金管理公司等子公司。



 45 

2012 年，该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10 月，南京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成功挂牌全国股转系统。 

2018 年预计额度金

额及业务情况 

2018年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亿元，截至 2018

年末共计支付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管理费 110.91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金额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亿元，主要用于该公

司为本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股票质押服务、理财代销业务等服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万元 

本年度申报预计额

度需求分析 

根据当前存量理财代销业务及预估 2019年拟发生代销业务，按

照年化手续费率 0.3%计算，2019年内预计共需支付手续费约 100

万左右，同时本年度将与南京证券开展资管业务、股票质押业务等

业务合作。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南京证券交易价格处于同期本行与其他非关联

方同类金融机构同类交易利率定价区间范围之内，符合交易当时银

行间市场利率行情，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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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本行与南京证券的关联交易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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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芜湖津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芜湖津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

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

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13 年 08月 注册资本 
20000万

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30.03%的参股公司 

基本情况 

芜湖津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芜湖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是一家以服务地方“三农”为宗旨的法人机构，2009年 9

月组建为芜湖津盛农村合作银行，2013年 3月成立芜湖津盛农村商

业银行。农商行成立后该银行继续依托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为中小

企业和广大农户提供各类金融产品，满足社会各界的融资需求。 

2018 年度预计额度

金额及业务情况 

2018年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500 万元，截至 2018

年末共计支付代销手续费 5.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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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金额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0 万元，主要用

于代理销售本行理财产品。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400万元  □增加 

本年度申报预计额

度需求分析 

根据当前存量理财代销业务及预估 2019年拟发生代销业务，按

照年化手续费率 0.3%计算，2019年内预计共需支付手续费约 100

万左右。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芜湖津盛农村商业银行交易价格均处于同期本

行与其他非关联方同类金融机构同类交易利率定价区间范围之内，

符合交易当时银行间市场利率行情，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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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本行与芜湖津盛农村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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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交易当时银行间市场

利率行情，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保

证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 

 

14、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13年 08月 注册资本 170000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 

基本情况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与南京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经证监会批准于 2013年 8月成立，总部

设在上海。鑫元基金诞生于中国基金业发展、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

是国内一家独具特色的基金公司，发展前景广阔，其传承南京银行“稳

健进取”的经营理念，充分依托南京银行金融市场业务优势，致力于

做固定收益资产管理细分市场的耕耘者，为投资者提供高水准的理财

服务。 

截至 2018年末，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25.53 亿元，营业

收入 2.56亿元，利润总额 1.46 亿元。 

2018 年预计额度金

额及业务情况 

2018年度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亿元，本行累计向

其支付资产管理服务费 1100.18 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金额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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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2018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10000万元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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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申报预计额

度需求分析 

该关联方为本行重要的同业交易对手，为保障日常交易的顺利进

行，因此需要足够的关联额度给予支撑。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9年，本行与南京证券的关联交易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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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14年 02月 注册资本 155000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 100%控股

子公司 

基本情况 

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44 号文

批准于2014年2月成立，公司是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从事于二级市场及衍生品、非上市股权、债权、其他财产权利的投

资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总部设在上海。经营范围

包括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018 年预计额度金

额及业务情况 

2018年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亿元，截至 2018

年末共计支付管理费 4053.26 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金额及用途 

本年度本行拟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亿元，主要

用于该公司为本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万元 

本年度申报预计额

度需求分析 

综合考虑 2018年末鑫沅资产总体资产规模，且本行与紫金信托

各项同业业务发展需求。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管理费费率区间范围

0.01%-1.0%，本行与该机构交易价格处于同期本行与其他非关联方

同类金融机构同类交易利率定价区间范围之内，符合交易当时银行

间市场利率行情，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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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本行与鑫沅资产的关联交易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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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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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宜兴阳羡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宜兴阳羡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预计额度

类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成立时间  2008 年 12月 注册资本 13000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基本情况 

宜兴阳羡村镇银行是本行作为主发起人设立的第一家村镇银

行，由本行联合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公司和宜兴市资产经营公司等

出资人共同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2018 年预计额度金

额及业务情况 

2018年申请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500 万元，截至 2018

年末共计支付代销手续费 74.59万元。 

2019 年度申报预计

额度金额及用途 

本年度拟申请其他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0万元，主要用于代

理销售本行理财产品。 

较 2018 年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300万元  □增加 

本年度申报预计额

度需求分析 

根据当前存量理财代销业务在 2019年内需支付的手续费约为

15 万，预估 2019年拟发生业务量所产生的代销手续费约为 166万。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8年，本行与宜兴阳羡村镇银行交易价格均处于同期本行与

其他非关联方同类金融机构同类交易利率定价区间范围之内，符合

交易当时银行间市场利率行情，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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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本行与宜兴阳羡村镇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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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交易当时银行间市场利率

行情，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保证无

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