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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关联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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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联交易内容 

2022年 4月 26日，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关联方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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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联交易影响 

该事项对本行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方介绍 

（一）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1、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11月20日，公司前身为吴江市

光电通信线缆总厂，办公地址在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心田湾，法人代

表崔根良。注册资本230,000万元，其中崔根良出资135,000.10万元

（占比58.70%）、崔巍出资94,999.90万元（占比41.30%）。公司主要

经营范围：各种系列电缆、光缆、通信器材（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

金属材料（除贵金属外）、煤炭、五金交电、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针纺织品、纺织原料（除棉花）、铁矿石、

铁矿砂、日用百货批发零售；金属镀层制品、铝合金型材的制造加工；



经营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和互联

网接入服务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项目投

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财务咨询；农副产

品销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9月，公司总资产259.2亿元，净资产68.9亿元；2021年1-

9月实现营业收入60.70亿元，净利润5.17亿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本行持股5%以上的股东。 

2、江苏亨芯石英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亨芯石英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8日，前身为江

苏亨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地址在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交

通北路168号，法人代表殷国亮。注册资本10,000万元，由亨通集团

有限公司全额出资10,000万元（占比100%）。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电气安装

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一般项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

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

含特种设备制造）；烘炉、熔炉及电炉制造；烘炉、熔炉及电炉销售；

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电工机

械专用设备制造；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

仓储装备销售；伺服控制机构制造；伺服控制机构销售；工业机器人

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

机及系统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软

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计算机系统服务；网络技术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专业设计服务；特种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仪器仪表销

售；货物进出口。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104,247万元，净资产31,553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23,975万元，净利润607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亨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3、苏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苏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8日，办公地址在苏州

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基金小镇13幢301室，法人代表马耀明。

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由南中信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美元（占比

60%）、江苏亨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美元（占比40%）。公

司主要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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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156,865万元，净资产42,149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13,335万元，净利润3,530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亨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4、亨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亨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31日，办公地址在苏

州市吴江区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旅游度假区太湖大堤以

东2#地块，法人代表崔巍。注册资本50,000万元，由亨通集团有限公

司全额出资（占比100%）。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旅游景区开发、管理

及运营；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管理及运营；文化实业投资；文化艺

术活动策划；展览展示；会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食品销售；停车场服务；经济与商务咨询；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93,821万元，净资产43,129万元；2021年

实现营业收入1,995万元，净利润-2,466万元。公司文旅项目预计分

五期开发，目前除了第一期室外水乐园投入运营，其余部分尚处于建

设阶段。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亨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5、广德亨通铜业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广德亨通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办公地址

在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新杭经济开发区，法人代表钱福林。注册资本

为 7,000万元，由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全额出资（占比 100%）。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光亮铜杆、铜丝制造销售；铝杆、铝丝、铝合金

杆、铝合金型材、铜铝合金杆、通信电缆及附件、电力电缆及附件销

售；废旧物品回收、销售；电解铜（限外购）、电工材料销售及进出

口贸易业务。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31,996万元，净资产7,648万元；2021年

实现营业收入288,183万元，净利润-170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亨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6、苏州东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苏州东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1月 15日，办公地

址在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大桥路 23 号，法人代表王亲强。注册资本

为 15,000万元，其中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7,500万元（占比 50%）、

吴江雅达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7,500万元（占比 50%）。公司主要经营



范围：公路、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基础工程、污水处理工程、排

水工程设计与施工；工业与民用建筑、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建设、管

理；工程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物业管理、建材销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25,429万元，净资产14,732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1,290万元，净利润-493万元。公司在本行融资为项

目贷款。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亨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7、江苏亨通精密铜业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亨通精密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办公地

址在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七都大道 10 号，法人代表曹卫建。注册资

本为 14,000万元，由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全额出资（占比 100%）。公

司主要经营范围：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有色金属合金制造；电

子专用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高性能有

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23,494万元，净资产14,819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28,287万元，净利润819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亨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二）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1、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 7月 17日，办公

地址在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人民路 6号，法人代表徐少华。注册资本

为 3,500万元，其中徐少华出资 1,450万元（占比 41.43%）、李金娥

出资 600万元（占比 17.14%）、陆俊明出资 600万元（占比 17.14%）、



李荣林出资 250 万元（占比 7.14%）、徐志明出资 200 万元（占比

5.71%）、张建芳出资 100万元（占比 2.86%）、李彩娥出资 100万元

（占比 2.86%）、唐林才出资 100 万元（占比 2.86%）、濮明荣出资

100万元（占比 2.86%）。公司主要经营范围：通信电缆、光纤光缆、

光电缆材料及附件、光器件、通信设备生产、销售；实业投资；废旧

金属的收购。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 年末，公司总资产 203,144 万元，净资产 179,762 万元；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4,399万元，净利润 41,278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本行持股5%以上的股东。 

2、吴江市恒益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市恒益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20日，办公地

址在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人民路6号，法人代表陆俊明。注册资本800

万元，由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08万元（占比51%）、李

金娥出资160万元（占比20%）、陆俊明出资152万元（占比19%）、李荣

林出资80万元（占比10%）。公司主要营业范围：生产销售：电线电缆、

光电线缆材料、附件。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17,945万元，净资产16,303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29,039万元，净利润1,159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3、吴江市恒通电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市恒通电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4日，前身为吴江

市恒通电缆厂，办公地址在苏州市吴江七都工业开发区，法人代表徐

少华。注册资本1,700万元，由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额出



资（占比100%）。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电线电缆（通信电缆、光缆）、

铜杆、铜丝、铜粒生产销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47,257万元，净资产43,433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66,313万元，净利润2,159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4、吴江飞乐恒通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飞乐恒通光纤光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28日，办公

地址在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人民路6号，法人代表李彩娥。注册资本

8,000万元，其中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7,920万元（占比

99%）、徐少华出资80万元（占比1%）。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光纤光缆

生产销售；铜粒、铜米、铜杆、铜丝生产销售（不含冶炼）；塑料粒子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铝杆铝丝销售；网络工程设计、安装；废

旧物资（废旧金属）回收（危险废物除外）；通信设备、电子产品代

购、代销。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60,927万元，净资产39,183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67,760万元，净利润2,533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三）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1、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22日，办公地址

在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民营开发区，法人代表陈雪华。注册资本8,600

万元，其中陈雪华出资7,740万元（占比90%）、沈水英出资860万元（占

比10%）。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绦纶化纤丝、混纺复合丝、针纺织品、



服装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和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第一类和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和零售；日用口罩（非

医用）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社会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46,621万元，净资产25,410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30,665万元，净利润847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因本行监事周建英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公司被认定为本行主

要股东。 

2、吴江恒宇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恒宇纺织染整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14日，办公地址

在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双阳村4组，法人代表陈雪华。注册资本5,000

万元，其中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250万元（占比65%）、

沈水英出资1,750万元（占比35%）。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化纤、棉布

染色、成衣加工；成衫染色、丝织物染色；化纤面料，服装织造、加

工、销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33,191万元，净资产25,579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26,514万元，净利润1,756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3、吴江恒宇纺织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恒宇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7日，办公地址在苏

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双阳村4组，法人代表陈雪华。注册资本500万元，

其中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00万元（占比60%）、沈水英出

资200万元（占比40%）。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纺织品、丝绸面料、化纤



原料、服装销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43,249万元，净资产37,156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14,415万元，净利润1,933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四）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1、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25日，办公地

址在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上升村10组，法人代表陈志明。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由陈志明全额出资（占比100%）。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化

纤织物织造；喷气织物、经编织物生产；化纤丝加弹加工、销售；纺

织品、化学纤维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24,042万元，净资产11,970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5,598万元，净利润763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因公司为本行董事陈志明先生控制的公司，公司被认定为本行主

要股东。 

2、苏州市奕双新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苏州市奕双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6日，办公地址在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黄家溪村，法人代表陈志明。注册资本为10,000

万元，其中陈志明出资8,000万元（占比80%）、杨丽英出资2,000万元

（占比20%）。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生物质纱线研发、生产、销售；喷

气织物、经编织物生产；化纤丝加弹加工、销售；纺织物、纺织原料、

墙布、PVC材料销售；纺织品研发；墙纸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一般项目：纺纱加工。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13,460万元，净资产10,860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1,723万元，净利润204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3、吴江市双盈化纺实业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市双盈化纺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12日，办公地

址在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黄家溪村，法人代表杨丽英。注册资本为

16,000万元，其中杨丽英出资15,000万元（占比93.75%）、陈建明出

资1,000万元（占比6.25%）。公司主要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生

产、加工；化纤纺丝、加弹；针纺织品、化学纤维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78,500万元，净资产62,528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49,725万元，净利润3,711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五）吴江市新吴纺织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1、吴江市新吴纺织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市新吴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8月21日，办公地址在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圣塘村（园区路1666号），法人代表吴留生。注

册资本12,000万元，其中吴留生出资9,600万元（占比80%）、吴梦超

出资2,400万元（占比20%）。公司主要营业范围：喷气织物织造；化

纤丝加弹；软件开发；纺织丝绸、化学纤维、服装、机电产品、皮件、

箱包、纺机纺配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44,463万元，净资产28,412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30,894万元，净利润1,131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因本行监事吴菊英女士担任公司的财务主管，公司被认定为本行

主要股东。 

2、吴江佳力高纤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佳力高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11日，办公地址在苏

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圣塘村33组，法人代表吴梦超。注册资本20,000万

元，由吴梦超全额出资（占比100%）。公司主要营业范围：高性能差

别化聚酯纤维生产；软件开发；高性能纤维、化学纤维、服装、皮革

制品、箱包、纺机配件、针纺织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56,264万元，净资产28,225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70,537万元，净利润827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吴江市新吴纺织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六）苏州市好旺商务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1、苏州市好旺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苏州市好旺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2日，办公地址

在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永康路商业街2号楼4F65号，法人代表王小东。

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苏州沃得博格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990万元（占比99%）、苏州市民建智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出资10万元

（占比1%）。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商场的策划管理；商务咨询；软件

开发；房屋租赁；出租服务代理；亲子游乐服务；物业管理；建材、

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及配件、水暖器材、金属材料、包装材料、日用

百货、文具用品、办公用品、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及其周边设备、

家具的批发、零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15,599万元，净资产6,253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14,020万元，净利润1,155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吴江市恒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苏州沃得博格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控股的公司。 

2、苏州顺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苏州顺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12月 7日，办公地

址在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鲈乡南路 2288

号银都国际商务中心 B701，法人代表朱响辉。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其中苏州盛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990 万元（占比 99%）、苏州市

昌顺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出资 10 万元（占比 1%）。公司主要经营范

围：商业企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商务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

管理咨询；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会议会展及相关服务；信

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房地产中介；保洁服

务；停车场服务；室内装修；绿化维护；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一般

项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7,910万元，净资产2,416万元；2021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2,424万元，净利润666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苏州市好旺商务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七）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1、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7月16日，办公地址

在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东路73号，法人代表缪汉根。公司为深交



所主板A股上市公司，注册资本594,649.60万元，大股东为江苏盛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6.55%）。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生物基

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电

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基材料制造；电

子专用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合成纤维制造；热力

生产和供应；生物基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膜材料销售；合成

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销售；合成纤维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限分支机构经

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1,320.0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276.15亿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517.2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45.44亿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因本行原监事邱海荣先生（辞职未满12个月）担任公司的董事及

财务总监，公司被认定为本行主要股东。 

2、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月15日，办公地址在苏州市

吴江区盛泽镇纺织科技示范园，法人代表唐俊松。注册资本74,445.59

万元，由盛虹（苏州）集团有限公司出资67,507.59万元（占比90.68%）、

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出资6,938万元（占比9.32%）。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丝绸面料、纺织面料、服装、染整、印花、后整理加

工；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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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纺

织品、服装、纺织原料销售；研究开发纺织原料新产品；农产品的研

发；种植蔬果、养殖水产品及其销售；对本集团内供热和热电、污泥

焚烧（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批发及零售；生产流程、工段外包服

务；企业管理、管理咨询、技术咨询。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88.78亿元，净资产39.90亿元；2021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39.54亿元，净利润4.27亿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3、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31日，办公地址

在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纺织科技示范园，法人代表缪汉根。注册资本

299,274.11万元，由江苏盛虹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出资208,801.13万

元（占比69.77%）、百思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74,818.53万元（占

比25%）、吴江信泰实业有限公司出资15,654.45万元（占比5.23%）。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印染技术的研发；从事机器设备的批发、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及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纺织原料、纺织品销售。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一般项目：石

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9月，公司总资产251.43亿元，净资产176.76亿元；2021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88.70亿元，净利润24.63亿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4、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21日，办公地址在苏

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圣西二环路1188号，法人代表缪汉根。注册资本

80,000万元，由江苏盛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全额出资（占比100%）。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一般项目：新材料

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技

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电子专用

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基材料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合成纤维制造；生物基材料

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

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润滑油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品牌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9月，公司总资产170.73亿元，净资产109.26亿元；2021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8.56亿元，净利润0.63亿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5、江苏盛泽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盛泽燃机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31日，办公地址



在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新城区陈家桥路北侧，法人代表倪根元。注册

资本60,000万元，由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全额出资（占比100%）。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电能生产、销售；供热管网建设和热力销售；压

缩空气生产、销售；电力项目投资开发。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9月，公司总资产93,929万元，净资产23,241万元；2021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3万元。公司目前尚在建设期。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6、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21日，办公地

址在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港前大道399号3号倒班楼109，法人代表孙仁

凯。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由盛虹石化（连云港）港口储运有限公

司全额出资（占比100%）。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液体化工品仓储服务

（涉及危化品的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上许可范围经营）；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9月，公司总资产205,355万元，净资产98,094万元；2021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9,468万元，净利润1,568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7、吴江亦昌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亦昌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0日，办公地址在苏

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西二环路1188号，法人代表苗卫芳。注册资本

10,000万元，由吴江物达贸易有限公司出资9,500万元（占比95%）、

苗卫芳出资500万元（占比5%）。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按照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苏（苏）危化经字（吴江）01052所列经营方式及许可范



围经营；针纺织品、纺织原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

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橡

胶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9月，公司总资产335,861万元，净资产281,950万元；2021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25,571万元，净利润4,819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8、江苏虹港石化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虹港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3月11日，办公地址在连

云港市徐圩新区港前大道西、陬山三路北，法人代表郭榜立。注册资

本350,000万元，由江苏盛虹石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全额出资（占比

100%）。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甲醇生产；甲醇、1，4二甲苯、乙酸[含

量〉80%]销售；石油化工科技研发；化纤原料（不含危化品）销售；

精对苯二甲酸的生产、销售、仓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905,440万元，净资产243,288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40,595万元，净利润1,161万元。净利润较低主

要由于公司项目刚投产，产品的原料完全外购，生产成本较高。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9、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4日，办公地址在



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港前四路东、陬山二路北，法人代表白玮。注册资

本558,800万元，由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全额出资（占比100%）。

公司主要营业范围：化工产品（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按许可证上许可范

围）生产；石油化工产品（成品油除外）、煤化工产品、基础化工原

料、精细化学品、化工新材料研发；化工产品（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按

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许可项目：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248.13亿元，净资产107.13亿元；2021年

实现营业收入178.93亿元，净利润37.76亿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体。 

（八）金融机构类关联方 

1、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27 日，办公地址在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 66 号，法人代表季颖。

公司为深交所中小板 A 股上市公司，注册资本 180,752.67 万元，大

股东为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18%）。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 1,645.79亿元，股东权益 145.66亿元，

吸收存款本金 1,211.3亿元，客户贷款及垫款本金 998.17亿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1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4

亿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本行监事杨相宁先生担任该公司的独立董事。 

（九）其他关联法人 

1、苏州沃麟服饰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苏州沃麟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7日，办公地址在苏州

市吴江区滨湖新城环河路1448号，法人代表徐春荣。注册资本50万元，

其中李洪奎出资45万元（占比90%）、徐美玉出资5万元（占比10%）。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羊毛衫、服装、针织面料、毛纱加工；电脑横机

销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3,271万元，净资产2,616万元；2021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2,672万元，净利润198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本行支行行长沈达先生主要社会关系李洪奎控制的公司。 

2、苏州维隆铝业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苏州维隆铝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25日，办公地址在苏

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夏家斗村11组，法人代表庄瑞菊。注册资本100万

元，其中庄瑞菊出资80万元（占比80%）、周英出资20万元（占比20%）。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铝型材、塑钢型材及金属制品的生产、加工、销

售。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3,348万元，净资产2,927万元；2021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5,460万元，净利润261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本行董事、行长庄颖杰先生的其他社会关系庄瑞菊控制的

公司。 

3、苏州易昇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苏州易昇光学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19日，办公地址

在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北路168号，法人代表崔跃洲。注

册资本8,872.71万元，其中崔跃洲出资4,370万元（占比49.25%）、亨

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600万元（占比18.03%）、苏州弘尚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450万元（占比16.34%）、陶园出资580万元

（占比6.54%）、三峡绿色产业（山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436.36万元（占比4.92%）、董琦出资145.45万元（占比1.64%）、

江苏疌泉元禾原点智能叁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45.45万元（占比1.64%）、卢春泉出资145.45万元（占比1.64%）。公

司主要营业范围：增亮膜、扩散膜、PET背板、铜制三通管的研制、生

产、销售；电容器用薄膜、光学及聚酯薄膜、包装膜的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35,813万元，净资产10,782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46,903万元，净利润3,630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本行持股5%以上的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可施加重大影

响的公司。 

4、吴江市飞洋化纤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吴江市飞洋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16日，办公地址在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梅堰双浜村，法人代表徐雪英。注册资本800万

元，由徐菲出资720万元（占比90%）、徐雪英出资80万元（占比10%）。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涤纶化纤、涤纶化纤粒子生产、销售；纺织品、

化纤原料销售；道路货运经营（危险货物除外）；一般项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2）公司财务情况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11,777万元，净资产8,517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20,715万元，净利润1,092万元。 

（3）公司与本行关系 

公司为本行职工监事徐雪良先生的主要社会关系徐雪英担任执

行董事的公司。 

（十）其他自然人 



本行对关联方自然人的授信包括个人经营贷款、个人消费贷款、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透支等表内外授信业务品种。本着风险可

控和操作高效的原则，在交易条件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条件的

前提下，2022年拟对关联自然人单户授信金额在1,000万元以内，且

总授信金额在10,000万元以内的授信业务预计额度，主要用于个人贷

款、信用卡透支等业务。 

二、2022年度部分关联方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表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及本行《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对本行部分关联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授信

类业务预计额度作如下安排：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

易类型 

2021年 

预计额度 

2021 年 

业务余额 

2022年 

预计额度 
2022年拟开展业务 

1 

亨通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

体 

亨通集团有

限公司 

授信类 

64000 48999.5 

关联集团最高

不超过 12亿

元，其中单个

关联方最高不

超过 6亿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

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债券投资、开立信用

证、开立保函、保理、贷款

承诺，及其他实质上由本行

或本行的理财产品承担信用

风险的业务。 

江苏亨芯石

英科技有限

公司 

15000 0 

苏商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35000 34999 

亨通文旅发

展有限公司 
1000 900 

广德亨通铜

业有限公司 
 3072.43 

苏州东通建

设发展有限

公司 

19000 10000 

江苏亨通精

密铜业有限

公司 

  

合计 134000 97970.93 

2 

江苏新恒

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

联体 

江苏新恒通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授信类 

1000 10 

关联集团最高

不超过 6亿

元，其中单个

关联方最高不

超过 3亿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

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开立信用证、开立保

函、保理、贷款承诺，及其

他实质上由本行或本行的理

财产品承担信用风险的业

务。 

吴江市恒益

光电材料有

限公司 

1000 10 

吴江市恒通

电缆有限公

司 

27900 3000 



吴江飞乐恒

通光纤光缆

有限公司 

30000 6000 

合计 59900 9020 

3 

江苏恒宇

纺织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

体 

江苏恒宇纺

织集团有限

公司 

授信类 

23100 11904.02 

关联集团最高

不超过 5亿

元，其中单个

关联方最高不

超过 2.5亿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

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开立信用证、开立保

函、保理、贷款承诺，及其

他实质上由本行或本行的理

财产品承担信用风险的业

务。 

吴江恒宇纺

织染整有限

公司 

7700 6082.64 

吴江恒宇纺

织有限公司 
3900 5104 

合计 34700 23090.66 

4 

吴江市盛

泽化纺绸

厂有限公

司及其关

联体 

吴江市盛泽

化纺绸厂有

限公司 

授信类 

 1000 

关联集团最高

不超过 2.5亿

元，其中单个

关联方最高不

超过 1.3亿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

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开立信用证、开立保

函、保理、贷款承诺，及其

他实质上由本行或本行的理

财产品承担信用风险的业

务。 

苏州市奕双

新材料有限

公司 

12200 10319.6 

吴江市双盈

化纺实业有

限公司 

7000 3489 

合计 19200 14808.6 

5 

吴江市新

吴纺织有

限公司及

其关联体 

吴江市新吴

纺织有限公

司 

授信类 

6000 2183 
关联集团最高

不超过 2亿

元，其中单个

关联方最高不

超过 1.4亿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

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开立信用证、开立保

函、保理、贷款承诺，及其

他实质上由本行或本行的理

财产品承担信用风险的业

务。 

吴江佳力高

纤有限公司 
12950 10751.7 

合计 18950 12934.7 

6 

苏州市好

旺商务管

理有限公

司及其关

联体 

苏州市好旺

商务管理有

限公司 

授信类 

 3453 
关联集团最高

不超过 1亿

元，其中单个

关联方最高不

超过 0.5亿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

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开立信用证、开立保

函、保理、贷款承诺，及其

他实质上由本行或本行的理

财产品承担信用风险的业

务。 

苏州顺沃商

业管理有限

公司 

 4800 

合计  8253 

7 

江苏东方

盛虹股份

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

体 

盛虹集团有

限公司 

授信类 

 34888.52 关联集团最高

不超过 22亿

元，其中单个

关联方最高不

超过 8亿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

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债券投资、开立信用

证、开立保函、保理、贷款

承诺，及其他实质上由本行

江苏东方盛

虹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 15000 



江苏盛虹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300 0 

或本行的理财产品承担信用

风险的业务。 

盛虹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52908.84 

江苏盛泽燃

机热电有限

公司 

10000 8725 

连云港荣泰

化工仓储有

限公司 

 1900 

吴江亦昌贸

易有限公司 
 19000 

江苏虹港石

化有限公司 
 26505 

江苏斯尔邦

石化有限公

司 

 1949.31 

合计 25300 160876.66 

8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 

125000 34100 60000 

主要用于债券回购、债券投

资、同业拆借、同业融资、

同业投资、票据、理财投

资、利率互换、外汇及衍生

交易等业务。 

9 苏州沃麟服饰有限公司  480 48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10 苏州维隆铝业有限公司 530 400 203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11 
苏州易昇光学材料有限

公司 
 5697.24 7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12 
吴江市飞洋化纤有限公

司 
2115 1558.52 2643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13 关联自然人 

单户 500

万元以

内，总授

信金额

5000万元

以内 

 

2997.02 

单户 1000万

元以内，总授

信金额 10000

万元以内 

主要用于个人贷款、信用卡

透支等。 

 

注：（1）预计额度、业务余额均为敞口授信额度与低风险额度（不含全额保证金业务）

加总。 



（2）2021 年吴江恒宇纺织有限公司在本行预计额度 3900万元，实际 2021年末在本行

业务余额为 5104 万元；2021 年广德亨通铜业有限公司在本行无预计额度，实际 2021 年末

企业在本行业务余额为 3072.43 万元；2021 年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限公司在本行无预计

额度，实际 2021年末企业在本行业务余额为 1000万元。上述均属于一般关联交易，已向董

事会备案。 

（3）苏州市好旺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顺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吴江亦昌贸易有限公司、江苏虹港

石化有限公司、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苏州沃麟服饰有限公司、苏州易昇光学材料有限

公司均为 2021年本行新认定的关联企业，在披露 2021年预计额度时均非本行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坚持遵循一般商业条款和正常业务程序进行，其定

价原则与独立第三方交易一致，即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

件进行。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是本行正常银行业务，对公司无不良

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可。

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声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事前认可声明：公司预计的部分关联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预测金额及所涉及交易

内容符合业务实际需求，其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

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符合公允性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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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表示认可，并同意将《关

于部分关联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独立意见：公司预计的部分关联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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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已经出席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