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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601009          编号:临 2019-014 

 

优先股代码：360019   360024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 1  南银优 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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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境

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140 亿元。其中，法国巴黎银行、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紫金投资”）、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控股”）、中国烟草

总公司江苏省公司（江苏省烟草公司）拟用现金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向法国巴黎银行、紫金投资、

交通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表决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与投资者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在南京签署的《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之股份认购协议》，公司拟向法国巴黎银行、紫金投资、

交通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法国巴黎银行承诺认购数量不超过 121,142,85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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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投资承诺认购数量不超过 193,828,571 股，交通控股承诺认购数量不超过

1,017,600,001 股。 

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

的首日。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与发行前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值（资产负债表日至发

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值将进行相应调整）的较高值。若

在该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

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法国巴黎银行（含 QFII）、紫金投资分别持有公

司 1,273,362,662 股、1,052,605,793 股，分别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15.01%、

12.41%，为公司关联法人；同时，假设按照本次发行股数上限完成发行，交通控

股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交通控股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构

成了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9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法国巴黎银行提名的董事杨伯豪、顾韵婵，紫

金投资提名的董事陈峥，紫金投资的关联方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徐

益民均回避表决，公司的独立董事朱增进、陈冬华、肖斌卿、刘爱莲一致同意该

等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此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表决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法国巴黎银行 

1、基本情况 

名称 ： 法国巴黎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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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 BNP Paribas 

注册地址 ： 16，boulevard des Italiens-75009 Paris,France 

法定代表人 ： Jean-Laurent Bonnafé  

注册资本 ： 2,499,597,122 欧元 

工商注册号 ： 662 042 449/651 C 

企业类型 ： 外国公司 

经营范围 ： 零售银行、资产管理、企业及投资银行 

经营期限 ： 1993 年 9 月 17 日至 2092 年 9 月 16 日 

法国巴黎银行是一家立足欧洲、全球领先的国际性商业银行，业务涵盖零售

银行、金融服务、企业及投资银行三大核心板块，集团业务遍布全球 72 个国家

及城市，雇用超过 202,000 名员工。 

截至 2016 年末、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法国巴黎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分别

为 20,769.59亿欧元、19,521.66亿欧元和 20,408.36亿欧元，净资产分别为 1,052.20

亿欧元、1,072.09 亿欧元和 1,057.26 亿欧元。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法国

巴黎银行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434.11 亿欧元、431.61 亿欧元和 425.16 亿欧元，

净利润分别为 81.15 亿欧元、82.07 亿欧元和 80.05 亿欧元。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法国巴黎银行（含 QFII）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1,273,362,662 股，持股比例 15.01%，为公司关联方。 

（二）紫金投资 

1、基本情况 

名称 ：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 ： Nanjing Zijin Investment Group 

注册地址 ：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7 号金融城一期 10 号楼 27F 

法定代表人 ： 王海涛 

注册资本 ： 5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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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320100674919806G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财务咨询、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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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 自 2008 年 6 月 17 日起 

紫金投资原名南京紫金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17 日，

是由南京市国资集团出资成立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多年发展，目前紫

金投资已形成金融服务、创业投资、智慧城市、资产管理、金融载体五大板块“多

轮驱动、高效协同”的发展局面，秉承“责任、专业、开放、分享”的企业文化，

坚定“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发展步伐，向着打造业绩优良、特色鲜明、

管理科学的国内一流科技金融投资集团的目标稳步迈进。 

截至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紫金投资的总资产分别为 606.43

亿元、595.43 亿元和 656.20 亿元；净资产分别为 264.64 亿元、291.51 亿元和 340.90

亿元。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紫金投资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43.51 亿元、

41.39 亿元和 37.75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23.13 亿元、30.38 亿元和 27.75 亿元。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紫金投资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1,052,605,793 股，

持股比例 12.41%，为公司关联方。 

（三）交通控股 

1、基本情况 

名称 ：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Jiangsu Communications Holding Co., Ltd. 

注册地址 ： 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 号 

法定代表人 ： 蔡任杰 

注册资本 ： 1,68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00013476706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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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 
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在省政府授权范围内），交通

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

理，高速公路收费，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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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 1993 年 03 月 05 日至长期 

交通控股是江苏省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级投融资平台，负责全省高

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码头等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全省高速

公路的运营和管理，以及相关竞争性企业的资产和市场经营管理。交通控股目前

管理江苏省 86.3%的高速公路，管辖里程 4,020 公里，包括 5 座跨江大桥。交通

控股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利润总额在江苏省属非金融企业中名列第一。 

截至 2016 年末、2017 年末及 2018 年末，交通控股的总资产分别为 2,626.33

亿元、2,923.90 亿元及 4,540.27 亿元；净资产分别为 918.49 亿元、1,033.96 亿元

及 1,855.01 亿元。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交通控股实现营业收入分

别为 392.16 亿元、447.56 亿元及 470.17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81.30 亿元、87.00

亿元及 120.07 亿元。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若按照本次发行股份上限认购，交通控股认购完成后将持有公司

1,017,600,001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0.00%，成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本

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值（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

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值将进行相应调整）的较高值。若在该 20 个

交易日内发生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

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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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四、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内容摘要 

（一）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法国巴黎银行、紫金投资、

交通控股（统称“乙方”）分别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本

协议”）。 

（二）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1、认购价格 

每股新发行股份发行/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与发行前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每股净资产值将进行相应调整）的较高值。若在该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因除权、

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

整后的价格计算。计算公式按甲方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要求，由甲方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认购数量 

法国巴黎银行承诺认购数量不超过 121,142,857 股，紫金投资承诺认购数量

不超过 193,828,571 股，交通控股承诺认购数量不超过 1,017,600,001 股。 

乙方承诺以协议约定的认购比例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若甲方 A 股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发生

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本次发行数量上限将按甲方股东大会通过

的发行方案中相关条款进行调整，同时乙方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将按承诺的认购

比例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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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数量将由甲方及甲方聘任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上限及发行价格在协议约定的范围内确定，

乙方实际认购数量，按实际发行数量乘以认购比例确定，最终发行股份数量计算

至个位数（计算结果向下取整）。 

乙方认购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认购比例=乙方认购股份数量上限/甲方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 

3、认购方式 

乙方将以现金认购甲方本次新发行股份。 

4、支付方式 

本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满足时，乙方将按照甲方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出的缴款通知的规定，将总认购金额一次性转账划入非公开发行收款账户。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时生效： 

1、本次发行及协议经甲方董事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2、本次发行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3、本次认购经乙方有权机构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4、本次发行以及为履行本次发行涉及的其他行政许可事项获得中国银保监

会或其派出机构的批准。 

5、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6、有权机关没有发布、颁布或执行任何禁止完成协议所拟议的交易的法律、

法规、规则、指令、命令或通知。 

（四）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中国银保监会的相关规定，法国巴黎银行、紫金投资、交

通控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取得股权之日起 5 年内不得转让。相关

监管机关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及到期转让股份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锁定期限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违约责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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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协议一方违反协议约定或由于其过错导致协议未履行或不能充分履

行，违约引起的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如协议一方违反协议的声明或保证而使另

一方遭受损失的，违约一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协议双方均违约，双方

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相应部分责任。 

2、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进行调整，则乙方

的认购数量作相应调整，该等情形导致的调整不视为甲方或乙方任何一方违约。 

3、由于非归因于协议任何一方责任的各方不可抗拒之因素导致无法履行协

议的，双方互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此时应迅速采取必要措施以尽量减小损失。 

4、在甲方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协议生效后，如乙方未按照协议

约定履行相应的认购义务，未根据甲方或甲方为本次发行聘请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发出的缴款通知及时将约定的认购款足额划入甲方指定账户或以其它原因

影响甲方本次发行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在乙方违约事实发生之后单方面

通知乙方解除协议，并要求乙方支付协议中约定的乙方总认购金额的 5%作为违

约金。 

前述违约金不足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进一步负责赔偿直至弥补甲方因

此而受到的全部损失。本款所约定之违约金及损失赔付形式均为现金支付。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为了保障公司各项业务稳定健康发展，并满足中国银保监会对资本充足水平

的监管要求，公司需要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升公司的整

体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将获得原有股东的继续支持，并通过引入新的投

资者，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水平。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助于公司提高资本充足水平，从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并为公司各项业务的快速、稳健、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促进公司在资

产规模及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张的同时实现利润增长，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发展，为公司的股东创造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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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

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朱增进、陈冬

华、肖斌卿、刘爱莲一致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就此发表

了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就相

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签署的《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之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