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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860     证券简称：  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2023-008 

可转债代码：113037     可转债简称：紫银转债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部分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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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该日常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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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行于 2023 年 03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

事孙隽、张丁、薛炳海、侯军、周芬回避表决。本议案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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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对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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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且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 2023 年度部

分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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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即以不优于对

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对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表

示认可，并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预计的 2023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

于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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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已经出席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并将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别 

集团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预计额度及业务开

展情况 

关联交

易类型 

2023年度

拟申请预

计额度（万

元） 

2023年拟开展的业务 

国信

集团 

江苏省国信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1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40000 万

元，提供服务或资产转移类

1000000 万元；2022年 10月

授信类 13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资产转 1000000 主要用于办理线上票据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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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授信净额 135800 万元；

2022 年累计发生资产转移类

189507 万元。 

移类 现买断、卖断业务等。 

服务类 50 主要用于托管业务。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0万元，

提供服务或资产转移类 500

万元；2022年 10月末授信净

额为 0，2022年累计发生服

务类业务 27.25 万元。 

授信类 3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资产转

移类 
500 

主要用于现券交易、金融产

品管理费用等。 

服务类 550 
主要用于投顾业务及收取服

务费等。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

机械进出口有限公

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0万元；

2022 年 10月末授信净额为

0。 

授信类 2857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

经济协作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万元；

2022 年 10月末授信净额

2000 万元。 

授信类 4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9100万元，

2022年 10月末用信 22643万

元。 

授信类 391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衍生品业务等 

资产转

移类 
1000000 主要用于现券交易等。 

服务类 100 主要用于运营服务业务。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0万元；

2022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2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保函、贸易融

资、债券投资等业务。 

苏银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10000 万

元，其中低风险额度 80000

万元；2022年 10月末低风险

业务余额 45000 万元。 

授信类 

297000（其

中低风险

200000 万

元）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以及提供保证金或

存单、国债质押的低风险业

务。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5100 万元，服务类额度 500

万元。2022年 10 月，已向本

行赔付逾期客户本息共计

3944.32 万元。累计发生服务

类交易 47.17万元。 

存款和

其他类 
15100 

本行拟与紫金财险开展业务

合作，包括由其为本行贷款

客户出具保单，承担全额保

险责任，以及购买其相关保

险产品等业务 

服务类 1000 主要用于代销保险 

江苏省国信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2年其他类预计额度 2000

万元；2022年未发生业务。 

存款和

其他类 
50000 

主要用于为客户提供担保等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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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银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00万元，

提供服务或资产转移类额度

350000 万元（业务规模）；

2022年累计发生提供服务业

务 154700 万元（收取费用

128.46 万元）。 

服务类 

业务规模

不超过

500000 万

元，收取费

用不超过

1500万元 

主要用于代销理财。 

授信类 100 主要用于同业业务等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50000万元。

2022 年 11月末用信余额为

40000 万元。 

授信类 74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额度 10000 万元。截

至 2022 年 11月末，用信余

额 4223.07万元。 

授信类 15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舜天易尚贸易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额度 3000万元，未开

展业务。 
授信类 4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舜天信兴工贸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额度 3000万元，未开

展业务。 
授信类 4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舜天泰科服饰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4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南京航大意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4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 

江苏舜天力佳服饰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4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舜天行健贸易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4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舜天汉商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 

授信类额度 3000万元，截至

2022 年 11月末用信余额

2000 万元。 

授信类 4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服务类预计额度 1000万元。

截至 2022年 10 月末，尚未

发生业务往来。 

服务类 

5000(业务

规模

50000） 

主要用于代理保险业务 

华泰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服务类 500 主要用于投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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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类额度合计 675670 
其中剔除银行同业及低风险

业务后为 345670万元。 

紫金

投资

集团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00万元，

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1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10000 万

元，提供服务或资产转移类

1000000 万元；2022年 10月

末授信净额 108600 万元，累

计发生资产转移类业务

333790 万元。 

授信类 11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资产转

移类 
1000000 

主要用于办理线上票据转贴

现买断、卖断业务、现券交

易等等。 

南京紫金融资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0万元。

截至 2022年 11 月末用信余

额 7207.8 万元。 

授信类 5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保函、贸易融

资等业务。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40000万元；

2022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4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资产转

移类 
500000 主要用于现券交易等。 

南京市紫金科技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4900万元，

截至 2022年 11 月末用信余

额 4900 万元。 

授信类 49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 

南京通汇融资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665万元；

2022 年 10月末授信净额

1035 万元。 

授信类 1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00000 万

元；2022 年累计发生服务类

业务 233.43 万元。 

授信类 3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服务类 1500 
主要用于金融产品管理费

用、代销私行产品等。 

南京金融街第一太

平戴维斯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及资产转移类预计

额度 1500万元。2022 年累计

支付服务费用 1207.71万元。 

服务类 1500 
主要用于物业管理、车位管

理、取暖制冷等服务费用。 

南银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 

服务类预计额度 300000万元

（业务规模）；2022年 11月

尚未收取费用。 

服务类 

业务规模

不超过

300000万

元，收取费

用不超过

900万元 

主要用于代销理财。 

授信类 100 主要用于同业业务等 

资 产 转

移类 
500000 主要用于现券交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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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紫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22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2年未发生业务。 

资产转

移类 
5000 主要用于不良资产转让等。 

南京市科技创新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未申报预计额度，截

至 2022 年 11月末用信余额

66700 万元。 

授信类 6675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和银

团贷款 

南银法巴消费金融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2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授信类额度合计 341850 
其中剔除银行同业及低风险

业务后为 241850万元 

苏豪

集团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0000万元。

2022 年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4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

债券投资等业务。 

江苏苏豪纺织集团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5000万元，

2022年 11月末授信余额 0万

元。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保函、贸易融

资等业务。 

江苏苏豪泓瑞进出

口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5000万元，

2022 年 11月末授信余额

2470 万元。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保函、

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和

贴现等业务。 

江苏康泓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万元，

2022 年 11月末用信余额

2000 万元。 

授信类 3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天泓江北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万元，

2022 年 11月末授信余额

2000 万元。 

授信类 3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天泓紫金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万元；

2022年 11月末授信净额 700

万元。 

授信类 3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天泓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万元；

2022 年 11月末授信净额

2000 万元。 

授信类 3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

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6125万元。

2022 年 11月末用信余额

2831.51 万元。 

授信类 8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弘业永润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000万元；

2022 年 11月末授信净额

1000 万元。 

授信类 1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苏豪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3000万元，

截至 2022年 11 月末用信余
授信类 15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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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12089 万元。 业务。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0万原；

2022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38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弘业环保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万元；

2022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4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5000万元，

2022 年 11月末用信余额

3000 万元。 

授信类 2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弘业永为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万元，

截至 2022年 11 月末用信余

额 0万元。 

授信类 4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苏豪云商有限

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6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6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授信类额度合计 165000  

东南

国资

集团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

国有资产经营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10000 万

元，2022 年度开展授信类

70000 万元。 

授信类 11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项

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

函、贸易融资、公司债券等

业务。 

南京紫金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0万元，

2022 年度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2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保函、

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和

贴现等业务 

南京东南国资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0万元。

截至 2022年 11 月末用信余

额 0万元。 

授信类 5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

定资产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保函、贸易融资、债券投资

等业务 

南京奥体建设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50000万元，

2022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5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保函、

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和

贴现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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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南公寓管理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2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

定资产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保函、贸易融资等业务 

南京金融城建设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2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团项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保函、贸易融资、债券投资

等业务 

授信类额度合计 270000  

飞元

实业 

南京飞元实业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5000万元；

2022 年 11月末用信余额为

4600 万元。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江苏欣元环保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400万元；

2022 年 11月末用信余额为

100万元。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授信类额度合计 10000  

汇弘

集团 

南京汇弘（集团）有

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500万元；

2022年末授信净额 2500万

元。 

授信类 3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南京永弘制衣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60万元。

2022年 10月末授信净额 360

万元。 

授信类 36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南京聚乡味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700万元。

2022年 10月末授信净额 700

万元。 

授信类 1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授信类额度合计 4860  

兰叶

建设 

南京兰叶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报授信类预计额度 9600万

元。截至 2022年 11月末用

信余额 9600 万元。 

授信类 96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保函、贸易融

资等业务。 

南京中联混凝土有

限公司 

2022 年未申报额度。截至

2022 年 11月末用信余额

9194.16 万元。 

授信类 20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国

内信用证、链易融等业务 

授信类额度合计 29600  

商务

商贸

集团 

南京江宁商务商贸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新增关联企业，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2022

年 11 月末用信余额 4800万

元。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南京江宁商贸有限

公司 

2023 年新增关联企业，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2022

年 11 月末用信余额 4900万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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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南京元润食品有限

公司 

2023 年新增关联企业，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2022

年 11 月末用信余额 400万

元。 

授信类 4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南京民信药房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新增关联企业，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2022

年 12 月末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5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业务。 

南京江宁粮食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新增关联企业，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2022

年 11 月末用信余额 2032.45

万元。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

保函等业务。 

授信类额度合计 15900  

 
江苏溧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0万元；

2022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3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资产转

移类 
100000 

主要用于办理线上票据转贴

现买断、卖断业务等。 

 
江苏高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0万元；

2022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5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资产转

移类 
100000 

主要用于办理线上票据转贴

现买断、卖断业务等。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未申报预计额度，

未开展业务 
授信类 10000 

主要用于同业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自然人 

2022 年度申请授信类预计额

度 30000 万元。2022年末授

信净额 0.87 亿元。 

授信类 30000 
主要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个

人经营性贷款等。 

授信类额度总计 1632880 
其中剔除银行同业及低风险

业务后为 1112880万元。 

备注：1.以上预计额度不构成本行对客户的授信承诺。预计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将

按照本行的授权制度落实业务风险审批，实际交易方案以本行有权审批机构出具的书面批复为准。

2.提供保证金存款、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等无风险敞口的低风险业务，可扣除后计算授信余

额。3.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 10%。4.在预计额度内对南京紫金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

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等单个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团客户实际授信时，授

信余额总数均不得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 15%。5.根据银保监会规定，本行对符合银保监会规定的关

联方授信净额总数控制在资本净额的 50%以内。6.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可以滚动发生，任一时点的余

额不超过上述预计额度。7.本行与关联方银行之间开展的同业业务可不适用上述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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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介绍与关联关系 

本行关联方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

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监管制度及《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范围，由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认定。 

（一）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系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根

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

办法》，本行将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作为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 

1.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俊淑，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88号 24 楼，经营

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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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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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

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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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2542546 万元，净资产 20742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1629 万元，

净利润 14703万元。 

2.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 月 22日，公司类型

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夏平，注册资本 1154445万

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中华路 2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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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承销短期融资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从

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

业务、代客理财、代理销售基金、代理销售贵金属、代理收付和

保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供保险箱业务；办理委托存贷款业务；

从事银行卡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

结售汇、代理远期结售汇；国际结算；自营及代客外汇买卖；同

业外汇拆借；买卖或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资信调

查、咨询、见证业务；网上银行；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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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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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92276931 万元，净资产 2128100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375646

万元，净利润 2121263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3.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6 月 5 日，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军，注册资本

876033.661182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长江路 2 号 22-26

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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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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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有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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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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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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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6753万元，净资产 258748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98733万元，

净利润 169107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4.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司成立于 1992 年 10

月 16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法定代表人郭灏舟，注册资本 27418.4 万元人民币，注

册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 号 C座，经营范围：Ⅱ类、

Ⅲ类医疗器械销售（按医疗器械许可证经营）；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和零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工程设备销售、安

装，仓储，室内外装饰设计施工、咨询服务，招投标代理业务，

建筑工程安装，黄金制品、通信设备和通讯器材的销售。各类工

具的包装、组装、加工及设计。煤炭批发与零售。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代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代理报关，货物的搬运、装卸、

仓储，包装服务；物流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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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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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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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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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专用设备修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有限公

司总资产 272938万元，净资产 2692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79057

万元，净利润 3260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5.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经济协作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经济协作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4 月 20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张玉道，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

道 21 号 E 座，经营范围：为开展省际间技术、人才、企业管理

协作提供服务；电器机械及器材、普通机械、金属材料、木材、

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纺织品、石

油制品、润滑油（脂）、变压器油、农副产品、水产品、汽车、

摩托车销售，电缆料、电线电缆及附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计算

机网络工程、互联网接入技术、宽带信息网络、计算机、通信系

统工程的技术开发、转让，技术服务，投资咨询，涂料涂装施工，

弱电工程施工，承办省政府委托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自营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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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各类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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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经济协作有限公司

总资产 33056万元，净资产 1083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1862万

元，净利润 123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6.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4 月 9 日，公司类型

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张伟，注册资本 907558.9027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号，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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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证券

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年 9月末，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86184306

万元，净资产 1612438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361843 万元，净

利润 8065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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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7.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常青，注册资本 10000000 万

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号 103室，经营范围：

铁路、城际轨道等交通工程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铁

路、城际轨道交通的客、货运项目、仓储物流项目以及沿线土地

等综合资源开发，铁路、城际轨道列车及相关站区的商贸服务，

交通、电力等相关产业投资，国内外贸易、广告宣传、酒店餐饮

等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与管理，铁路建设发展基金的管理等省政府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以及经批准的其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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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31732086万元，净资产 18050619万元，营业收入 337546 万元，

净利润 53937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8.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5 月 13 日，公司



- 17 - 
 

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陆松圣，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南京市洪武北路 55 号置

地广场 21、22、28 楼，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

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

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

向金融机构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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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8098380万元，净资产 106826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82732万元，

净利润 139315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9.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 8 日，公司

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李明耀，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3 号，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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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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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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846069万元，净资产 88954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843672万元，

净利润 37311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0.江苏省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省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4月 6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顺福，注册资本 74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长江路 88 号 20 楼，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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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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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省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

资产 138490万元，净资产 8524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8723 万元，

净利润 1791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1.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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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基本情况 

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0日，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

人高增银，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

邺区江山大街 70号国际博览中心三期 B幢 11-13层，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非银行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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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343381 万元，

净资产 31033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2513 万元，净利润 69930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2.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贵祥，注册资本

543363.29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 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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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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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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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资产 8810441万元，净资产 45424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450478

万元，净利润-103044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3.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0日，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

人高松，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

区江山大街 70 号国际博览中心三期 B 幢 11-13 层，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非银行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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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381245

万元，净资产 18307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03935万元，净利润

5997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4.江苏舜天易尚贸易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舜天易尚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0 月 31 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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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

定代表人刘熠，注册资本 1747.6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

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 号，经营范围：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

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

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短途运输服务

及咨询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能源、

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纸、纸浆及纸制品、包装材料、纺织品、

服装、日用品、工艺品、文教办公用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兼零售，生鲜类、初级农产

品及副产品的销售，清洁服务，服装设计服务、服装制造及网上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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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年 9月末，江苏舜天易尚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 8037

万元，净资产 429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264 万元，净利润 33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5.江苏舜天信兴工贸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舜天信兴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8 月 6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晓云，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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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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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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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舜天信兴工贸有限公司总资产

28823万元，净资产 7560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7853 万元，净利

润 1839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6.江苏舜天泰科服饰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舜天泰科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2 月 1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桂生春，注册资本 700 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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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舜天泰科服饰有限公司总资产

23530 万元，净资产 1620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3511 万元，净

利润 27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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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7.南京航大意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航大意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12月 29日，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陈竹浩，注册资

本 1912.38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江宁开发区庄

排路 87 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

系统设计；电气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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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业自动

控制系统装置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家用电

器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销售代理；进

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航大意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 2815 万元，净资产 185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926 万元，净

利润 112 万元。 

（2）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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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8.江苏舜天力佳服饰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舜天力佳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2 月 1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桂生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 号 B 座，经营

范围：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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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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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9月末，江苏舜天力佳服饰有限公司总资产 6223

万元，净资产 391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054万元，净利润 1579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9.江苏舜天行健贸易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舜天行健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1 月 31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魏春宝，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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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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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工艺品及劳保用品,电子产品及安防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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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项目：劳动保护用品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年 9月末，江苏舜天行健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 9263

万元，净资产 618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465 万元，净利润-9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20.江苏舜天汉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舜天汉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4年 12月 28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管祥，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

软件大道 21 号，经营范围：服装及其面辅料、纺织品、玩具、

鞋帽、箱包、工艺品、劳保用品、电子产品、有色金属、安防产

品、包装材料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化

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的生产、销售；机电产品的销售、安装；商品的网上销售；信息

咨询服务；计算机应用技术开发；室内装修设计；提供劳务服务

（不含涉外）；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批发；（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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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舜天汉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资

产 7643万元，净资产 124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0080 万元，净

利润 89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21.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7 月，注册资本

457938.4709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周俊淑，注册地址为南京

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35 号雨润国际广场 B1 楼 8-13、15-16 层，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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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8338484万元，净资产 46438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877162万元，

净利润-122185万元。 

（2）关联关系介绍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22.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0 月，

注册资本 26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崔春，注册地址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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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6 号 1222 室，经营范围：证

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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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总资产 1152281万元，净资产 104479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2297

万元，净利润 89632 万元。 

（2）关联关系介绍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二）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

管理暂行办法》，本行将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作为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 

1.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公司类型为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洪伟，注册资本 170000 万元人民

币，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 909号 12层，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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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40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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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资产 32247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2838 万元，净利润

14882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2.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2 月 6 日，公司类型

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法定代表人胡升荣，注册资本

1000701.6973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 288

号，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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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债券；从事

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

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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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94419417 万元，净资产 1352768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518845

万元，净利润 1506031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3.南京紫金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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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紫金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 月 6 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人张亚波，注册

资本 6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 309

号 9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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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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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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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紫金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总资

产 330554万元，净资产 76810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6436 万元，

净利润 5105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0 年 11 月 23 日，公

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李剑锋，注册资本

368636.1034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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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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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

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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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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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证券股份有限有限公司总资产

5097105万元，净资产 169899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3028万元，

净利润 53911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5.南京市紫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市紫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12月 3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永盛，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8 号 B 幢 101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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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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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京市紫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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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113982万元，净资产 3236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670 万元，

净利润 1028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6.南京通汇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通汇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法定

代表人吴国富，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

建邺区庐山路 188 号 4901-01、02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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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法律、法规禁止

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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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京通汇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 484024万元，净资产 6454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2526 万元，

净利润 1449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7.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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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9 月 25日，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人陈峥，注册资本

327107.55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2 号

紫峰大厦 30 层，经营范围：1、资金信托；2、动产信托；3、不

动产信托；4、有价证券信托；5、其它财产或财产权信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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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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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9、办

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业务；10、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11、

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12、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13、从事同业拆借；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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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

比例低于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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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965700

万元，净资产 80120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9700 万元，净利润

36500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8.南京金融街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金融街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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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6 日，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

注册资本 561.2245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庐山

路 248 号（金融城）4 号楼 5 楼，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及物业服

务的信息咨询与顾问服务、会务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保洁服

务；初级农产品（不含活禽）、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日用百货、

服装销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及演出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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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

项目：劳务派遣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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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洗车服务；餐饮管理；酒店管理；医院管理；花卉绿植租借与代

管理；礼品花卉销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

零售；新鲜水果批发；规划设计管理；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

会议及展览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

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品牌管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金融街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总资产 3197万元，净资产 99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7091

万元，净利润 367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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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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0日，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

人师波，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

区奥体大街 68号国际研发总部园 02 栋 13-14层，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非银行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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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397406

万元，净资产 35983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03786万元，净利润

61866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10.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9 月 9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瑞，注册资本 115000 万元

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58 号-28,1701-1710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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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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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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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609256 万元，净资产 29097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7312 万元，

净利润 8272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11.南京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0年 6月 22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汝伟，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智汇路 300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

机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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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科技中介服务；创业空间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

资产 3718601万元，净资产 122510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24809

万元，净利润 5421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12.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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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5 月 14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人张伟年，注册资

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淮海路

88 号，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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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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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总资产

490593 万元，净资产 5177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6744万元，净

利润-4720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三）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持有本行股份不足 5%但对本

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股东。本行董事薛炳海系该公司提

名委派的股东董事。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

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本行将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作为自身的关联方

进行管理。 

1.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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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4月 29 日，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周勇，注册资

本 2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软件大道 48 号，经营

范围：金融、实业投资，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国

贸贸易；房屋租赁；茧丝绸、纺织服装的生产、研发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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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3545264 万元，净资产 135705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485674 万

元，净利润 60463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2.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年 6 月 10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伍栋，注册资本 127277.740771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48 号，经营

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面

料、服装、纺织机械及器材、工艺品的生产。危险化学品的批发

（按许可证所列的项目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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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食品经营

（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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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豆及薯类销售；棉、麻销

售；林业产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针纺织品

销售；服装服饰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

文具用品批发；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

肥料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

售；新鲜蔬菜零售；鲜肉零售；服装服饰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

杂品零售；母婴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宠物

食品及用品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木材销售；纸浆销

售；纸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广告设计、代理；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合并口径

总资产 176085 万元，净资产 15400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1028

万元，净利润 2311。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3.江苏苏豪泓瑞进出口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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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豪泓瑞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6 日，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

定代表人陈实，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

秦淮区中山东路 482 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婴幼儿配方乳粉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报关业务；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艺

术品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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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日用百货

销售；日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供应链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报检业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针

纺织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箱包销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化妆品零售；厨具卫

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

家具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体育用品及

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

玩具销售；乐器批发；乐器零售；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自行车

及零配件零售；网络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

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纸制品销售；广告设计、代理；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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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肥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

内贸易代理；服装制造；面料纺织加工；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

饰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纺织专用设备销售；纺织专用设

备制造；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豆

及薯类销售；木材销售；饲料原料销售；谷物销售；粮食收购；

非食用植物油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

饲料销售；鲜肉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母婴用品销售；宠物食

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苏豪泓瑞进出口有限公司总资产

16146万元，净资产 611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7526 万元，净利

润 442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4.江苏康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康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6 月 25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

代表人陈丽莎，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

集庆门大街 32 号，经营范围：进口、国产别克品牌汽车销售，

汽车租赁、保养及技术咨询服务，旧机动车经纪与旧机动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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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汽车配件、工矿车辆、公路运输设备、电子产品、通信设

备（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除外）、金属材料（贵金属除外）、建筑

装饰材料、普通机械、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销售。贷款代理，

汽车销售业务的延伸服务（代办上牌、年检、交车，汽车检测）。

房屋、场地租赁，仓储服务，物业管理。机动车维修（按《机动

车维修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内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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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康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21273万元，净资产 762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1684 万元，净利

润 41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5.江苏天泓江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天泓江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17 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

定代表人陈希芹，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

市浦口区泰山街道沿山东路 9-6号，经营范围：二类汽车维修（小

型车辆），机动车辆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汽车销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进口、国产别克品牌汽车销售，汽车租赁、技术咨询

服务，旧机动车经纪与旧机动车销售、咨询，公路运输设备及工

矿车辆、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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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装饰材料、普通机械、农用机械及配件、五金、交电、纺织

原料、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百货的销售。贷款代理，汽车销

售业务的延伸服务（代办上牌、年检、交车，汽车检测）。房屋、

场地租赁，仓储服务，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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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天泓江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资

产 18435 万元，净资产 689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2162 万元，

净利润 155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6.江苏天泓紫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天泓紫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1 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

定代表人郑毅，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

栖霞区仙隐北路 28 号，经营范围：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

进口、国产别克品牌汽车销售。进口、国产别克品牌汽车租赁及

技术咨询服务，旧机动车经纪与旧机动车销售、咨询，公路运输

设备及工矿车辆、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普通机械、农用机械及配件、五金、交电、

纺织原料、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百货的销售。贷款代理，汽

车销售业务的延伸服务（代办上牌、年检、交车，汽车检测），



- 43 - 
 

房屋、场地租赁，仓储服务，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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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机动车充电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天泓紫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资

产 15254 万元，净资产 464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9079 万元，

净利润-905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7.江苏天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天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 9 月 27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

表人郭鸣智，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玄

武区红山路 100号，经营范围：汽车销售、汽车维修、租赁、保

养及技术咨询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销售，旧机动车经纪与旧

机动车销售、咨询，贷款代理，汽车销售业务的延伸服务（代办

上牌、年检、交车服务，车辆检测），公路运输设备及工矿车辆、

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金属材料（贵金属除外）、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普通机械、农用机械及配件、五金、交电、纺织原料（皮

棉除外）、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金银制品除外）、百货的销

售；不动产租赁；保险兼业代理（机动车辆保险），房屋、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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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仓储服务，物业管理，人才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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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天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17202万元，净资产 803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0233 万元，净利

润-250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8.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11 月 16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德海，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中华路 50 号弘业大厦 19 楼，经营范

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发；食品销售；农药

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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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肥销售；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金属矿石销售；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

属合金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木材销售；纺织专用设备销

售；棉、麻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

批发；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

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建筑用钢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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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人造板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农副产品

销售；谷物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年 9月末，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180056

万元，净资产 12992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39588万元，净利润

4628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9.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6 月 15 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许爱爱，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陈墟工业园，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工艺美术品、针纺

织品、五金、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木材、农副产品、电子产品、

仪器仪表、普通机械、矿产品的销售、代购代销;渔具销售;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钓鱼俱乐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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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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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资

产 13650 万元，净资产-296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946万元，净

利润-2158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0. 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6 月 23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法定代表人赵伟雄，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

391 号 1 幢（江宁科学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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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经营医

疗器械Ⅱ类、Ⅲ类（凭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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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

87002万元，净资产 4274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652 万元，净利

润 1256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1.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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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1 年 9 月 5 日，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徐雨祥，注册

资本 98378.28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软件大道 48 号，

经营范围：煤炭经营（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进出口丝、绸、

服装、复制品，羊毛进口。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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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石油制品的

销售、有色金属、钢材、废钢、建筑材料、化工原料、木材、化

肥、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危险化学品批发（按

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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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 638191 万元，净资产 24837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50153 万

元，净利润 14283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2.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姜琳，注册资本 2323.5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 50号，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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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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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气体、液体

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科技推广和应

用服务；通讯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特种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制

冷、空调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风

机、风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太阳能热利用

装备销售；货物进出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通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销售；制冷、空调

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总资

产 5735 万元，净资产 243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326 万元，净

利润 159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3.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6 月 30日，公司类型

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马宏伟，注册资本 24676.75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中华路 50 号，经营范围：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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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煤炭批发经营，危险化学品批发（按

许可证所列经营范围经营）。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

发与零售；Ⅱ类、Ⅲ类医疗器械（不含植入类产品、体外诊断试

剂及塑形角膜接触镜）的销售。实业投资，国内贸易，自营和代

理木材等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商品的网上

销售，网上购物平台的建设、化妆品销售；初级农产品销售、散

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国内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消防车、救援及消防设备和

器材、安防设备的销售及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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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502726

万元，净资产 26320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27637万元，净利润

2398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4.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12月 28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林涛，注册资本 800万

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元西路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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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3 幢 401室（江宁开发区），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农药零售;

农药批发;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艺术品进出口;第一类增值

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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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日用杂品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五金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

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化妆品零售;化妆

品批发;母婴用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资

产 7438万元，净资产 140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0081 万元，净

利润 229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5.江苏苏豪云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苏苏豪云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类

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温金伟，注册资本 2500 万

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 50号弘业大厦 3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鞋帽批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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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箱包销售;货物进出

口;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金属工具

销售;橡胶制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

及原料销售;玩具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竹制品销售;日用木制品

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宠物食

品及用品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

配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进出口代理;品牌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

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

员防护用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开

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

发;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月末，江苏苏豪云商有限公司总资产 8209万

元，净资产 162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449万元，净利润-878万

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16.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 6 月 25 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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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连丹，注册资本 28000 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元西路 199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文物保护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建设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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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五

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包装服务；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首饰批发；

珠宝首饰零售；金属制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日用杂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对外承包工程；专业设计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婚庆礼仪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子产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

物进出口；停车场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物业

管理；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电子

元器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服务；餐饮服务。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107749 万元，净资产 7221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6640万元，净

利润 808 万元。 

（2）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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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四）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系持有本行股份不足 5%但对本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股

东。本行监事沈乡城系该公司提名委派的股权监事。根据《银行

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

本行将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

人、最终受益人作为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 

1.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6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侯峻，注册资本 3666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

区江山大街 70号 A3-1号楼，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

经营；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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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土地整治服务；园区

管理服务；农业园艺服务；智能农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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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9242366万元，净资产 3284429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252898万元，净利润 41396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 

2.南京紫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紫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年 3 月 25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

代表人姚一志，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

建邺区双闸路 109 号-2 至 5层，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互联

网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子认证服务；网络文化经营；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食品经营；住宿服务；餐饮服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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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商

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管理；餐饮

管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数字文化创意内

容应用服务；柜台、摊位出租；食用农产品批发；农副产品销售；

工程管理服务；房地产咨询；品牌管理；创业空间服务；信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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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

售；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家政服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评

估；家具销售；财务咨询；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工艺美术品

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

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具用品零售；纸制品销售；日用木

制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

用品及器材零售；卫生洁具销售；养老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办公服务；日

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紫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83358 万元，净资产 285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77 万元，净利

润-289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3.南京东南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东南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李滨，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

园智汇路 300号，经营范围：城市功能项目和产业转型升级载体

（含持有型物业）的投资、运营、管理；土地开发整理；资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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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股权和基金管理；投融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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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东南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资产 19551569 万元，净资产 650201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762688 万元，净利润 65253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4.南京奥体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奥体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7 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沈乡城，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 158 号，经营范

围：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房地

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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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家用电器安装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物

业管理；酒店管理；健身休闲活动；停车场服务；房地产经纪；

土石方工程施工；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地产咨询；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住房租赁；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奥体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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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1604528万元，净资产 57256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26937 万

元，净利润 20902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5.南京东南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东南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7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

代表人顾文鑫，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

建邺区庐山路 168 号南京新地中心二期办公楼第 25 层，经营范

围：公寓管理、酒店管理、房屋出租、场地租赁;企业营销策划;

票务代理;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物业信息咨询;公司礼仪服

务;餐饮服务;后勤管理服务;酒店用品销售;软件开发及技术服

务;计算机软硬件销售;住房租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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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京东南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99675 万元，净资产 870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847 万元，净利

润-3286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6.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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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 5月 26日，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贺华，注册资

本 250585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7

号 10 号楼 2701室，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

宿服务；理发服务；生活美容服务；酒吧服务（不含演艺娱乐活

动）；出版物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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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租

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广告发布；办公服务；住房租

赁；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停车场

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餐饮管理；日用百货销售；棋牌室

服务；健身休闲活动；建筑物清洁服务；洗染服务；礼仪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限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

资产 1018819 万元，净资产 53104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0824

万元，净利润 26132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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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系持有本行股份不足 5%但对本行经

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股东。本行董事侯军系该公司提名委派

的股权董事。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

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本行将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作为自身的关联方进行

管理。 

1.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7 月 27日，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侯军，注册

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

道 50-8号，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环保新材料研发、

生产、销售；网络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房地产投资；汽车配件、日用百货、针纺织品、电子产品、电子

器材、服装、鞋帽、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房屋租赁；出租车客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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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32415

万元，净资产 2544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826 万元，净利润-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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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关联关系 

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系持有本行股份不足 5%但对本行经

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股东。本行董事侯军系该公司提名委派

的股权董事。 

2.江苏欣元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欣元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12月 11日，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

代表人侯兵，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扬州市邗

江区扬州环保科技产业园，经营范围：从事环保技术、清洁能源、

再生资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环保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污水

处理工程、废水废气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设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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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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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月末，总资产 4979万元，净资产 4258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695 万元，净利润 71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六）南京汇弘（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南京汇弘（集团）有限公司系持有本行股份不足 5%但对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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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股东。本行监事刘瑾系该公司提名委

派的股东监事。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

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本行将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作为自身的关联方进

行管理。 

1.南京汇弘（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汇弘（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0 月 28 日，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周瑞

祥，注册资本 851.8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六合区雄州

镇文峰路 9号，经营范围：服装、辅料加工、制造、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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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月末，南京汇弘（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6400

万元，净资产 280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933 万元，净利润-24

万元。 

（2）关联关系 

南京汇弘（集团）有限公司系持有本行股份不足 5%但对本行

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股东。本行监事刘瑾系该公司提名委

派的股东监事。 

2.南京永弘制衣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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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永弘制衣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7 月 28日，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周敏，注册

资本 151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新篁中

心社区新篁东路 189 号，经营范围：服装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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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

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年 9月末，南京永弘制衣有限公司公司总资产 1021

万元，净资产 21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702 万元，净利润 20 万

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汇弘（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3.南京聚乡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聚乡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9月 22 日，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王亮，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文

峰路 9号，经营范围：日用品、针纺织品、服饰、鞋帽、工艺品、

电子产品、计算机及配件、文体用品零售及网上销售；农产品销

售；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设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普通货物仓储；普通货物配载；普通货物运输代理；网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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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技术咨询；物业管理；计算机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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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京聚乡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1543 万元，净资产 78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608 万元，净利润

156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汇弘（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七）南京兰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南京兰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持有本行股份不足 5%但对本

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股东。本行监事刘大林系该公司提

名委派的股东监事。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

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本行将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作为自身的关联方

进行管理。 

1. 南京兰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兰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12 月 4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刘大林，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

高桥工业集中区，经营范围：普通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

混凝土研发、制造、销售；再生资源回收处理研发；预拌（干拌、

湿拌）砂浆研发、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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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兰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173003 万元，净资产 13227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5380 万元，

净利润 2165 万元。 

（2）关联关系 

南京兰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持有本行股份不足 5%但对本

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股东。本行监事刘大林系该公司提

名委派的股东监事，刘大林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2.南京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2月 28日，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毕可良，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东麒路 6号，经营范围：

预拌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品、混凝土砌块及其他混凝土制品、

混凝土添加剂、干混砂浆的研发、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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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水泥

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年 9月末，南京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总资产 580857

万元，净资产 15030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94890万元，净利润

12943万元。 

（2）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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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监事刘大林在该公司任职董事。 

（八）吴家莉及其近亲属重大影响的法人或组织 

吴家莉为本行行政保卫部副总经理、集中采购管理委员会成

员，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

理暂行办法》，将吴家莉近亲属重大影响的法人或组织纳入本行

关联方管理。吴家莉及其近亲属重大影响的法人或组织包括南京

江宁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江宁商贸有限公司、南京

元润食品有限公司、南京民信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江宁

粮食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南京江宁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江宁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汪骅，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

园中园 9 号。经营范围：粮油机械、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建筑

材料、钢材、塑料制品、橡胶制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办公

用品、通讯器材销售；实业投资及管理；房屋租赁；场地租赁；

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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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京江宁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总资产 1084547万元，净资产 66102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7644

万元，净利润-2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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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 

本行关联方吴家莉的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担任总经理。 

2.南京江宁商贸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江宁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13日，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

人袁洪锁，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位为南京市江宁

区东山街道金箔路 429 号，经营范围：食品、粮油机械、五金、

交电、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钢材、塑料、橡

胶制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办公用品、通讯器材、电脑、工

艺礼品、电子产品、玩具、体育用品销售;商业开发及服务;实业

投资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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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京江宁商贸有限公司总资产 267063

万元，净资产 16391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7382万元，净利润-1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关联方吴家莉的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母公司南京江宁

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该公司是南京江宁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控股子

公司。 

3.南京元润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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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元润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2 月 24日，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

人陈军，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淳

化街道土桥新市镇金桥路，经营范围：肉制品（腌腊肉制品、酱

卤肉制品）生产;畜禽屠宰、鲜（冻）畜禽肉销售;生猪屠宰;道

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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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京元润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 54649

万元，净资产 2700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217 万元，净利润-1483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关联方吴家莉的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母公司南京江宁

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4.南京民信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民信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9 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龚星帜，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南京市

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 589 号 8 幢 2 楼，经营范围：处方药与

非处方药;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

药品（需冷藏保管药品除外）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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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配方乳粉）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零售;医疗器械销售（许可项

目除外）;房屋租赁;展览展示服务;日用百货、消毒用品、化妆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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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药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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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南京民信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总资

产 47203 万元，净资产 3232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963 万元，

净利润-43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关联方吴家莉的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母公司南京江宁

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5.南京江宁粮食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江宁粮食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25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邓可可，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南京市

江宁区东山府前路 6 号，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管理服务;粮油机

械、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建筑材料、钢材、塑料、橡胶制品、

百货、服装鞋帽、办公用品、通讯器材、旅游产品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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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粮油收购、储存、销售;预包装食品

兼散装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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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南京江宁粮食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总资产 384223 万元，净资产 24988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7064

万元，净利润-2455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关联方吴家莉的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母公司南京江宁

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九）江苏溧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溧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端淳华，注

册资本 71437.6192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溧水县永阳

镇中山路 2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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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险箱服务；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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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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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江苏溧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 8091575万元，净资产 296050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05436

万元，净利润 14769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对该公司持股 20%。 

（十）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 12月 15

日，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史小兵，注

册资本 47459.9842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高淳区淳溪

镇宝塔路 12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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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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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 1945424万元，净资产 20132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7240

万元，净利润 15099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对该公司持股 20%。 

（十一）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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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9 月 21 日，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朱惠健，注册资

本 69186.73762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靖江市靖城骥江路 35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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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

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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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末，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 4126836 万元，净资产 24040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96440 万

元，净利润 22921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周芬离任该公司董事尚不满一年。 

（十二）关联自然人 

本行关联自然人包括： 

1. 本行的自然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最终受益人。 

2.持有或控制本行 5%以上股权的，或持股不足 5%但对本行

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自然人； 

3.本行的董事、监事、总行和重要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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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具有大额授信、资产转移等核心业务审批或决策权的人员。其

中，重要分行包括具有授（用）信审批权限的分（支）行；总行

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本行行长、副行长、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

总监和董事会确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分（支）行高级管理人

员包括分（支）行行长室成员；具有大额授信、资产转移的审批

或决策权的人员，包括授信管理委员会、财务管理委员会、不良

资产管理委员会、集中采购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及上述各委员会

专家库成员，以及 5000万元以上大额授信有权审批人； 

4.本条第 1至 3项所列关联方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兄

弟姐妹；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本行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

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

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5. “本行法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

终受益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 “持有或控制本行 5%以上股权的，或者持股不足 5%但对

本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

本行的法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在过去 12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 12 个月内，

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8.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实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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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本行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本行利益对

其倾斜的自然人等。 

本行对个人客户的授信融资包括个人消费贷款、个人房产抵

（质）押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透支、个人经营性贷

款等业务品种。截至 2022 年 12月末，本行对关联自然人授信净

额为 0.87亿元。 

根据正常业务发展需求，本行对关联自然人 2023 年度的预

计授信额度为 3亿元，单户预计授信不超过 2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本行预计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

内发生的常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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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行的影响 

本行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

的常规业务，有利于充分发挥优质关联方客户资源优势，积极稳

妥开展本行业务。 

本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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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本行和股东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

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本行独立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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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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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03 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