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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860     证券简称：  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20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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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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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3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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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孙隽、张丁、薛炳海、侯军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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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对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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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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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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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

避。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预计的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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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的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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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别 

集团 关联方名称 
2021 年度预计额度及业务开

展情况 
关联交易类型 

2022 年度拟申请

预计额度（万元） 

2022 年拟开展

的业务 

国信

集团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

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亿元，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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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5 亿元，提

供服务或资产转移类 300 亿

元；2021 年末授信净额 3.79

亿元。 

授信类 140000 

主要用于同业

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提供服务或资产

转移类 
1000000 

主要用于办理

线上票据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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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买断、卖断业

务等。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 亿元，提

供服务或资产转移类 1000万

元；2021 年末授信净额为 0，

2021 年累计发生提供服务类

业务 64.97 万元。 

授信类 20000 

主要用于同业

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提供服务或资产

转移类 
500 

主要用于金融

产品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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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亿元；2021

年末授信净额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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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2000 万

元。 

授信类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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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亿元，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20000 

主要用于同业

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亿元；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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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信类预计额度亿元；2021

年授信净额为 0。 
授信类 80000 

主要用于扣除

保证金、质押的

银行存单、国债

等无风险敞口

的低风险业务。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交易 1 亿元。2021

年累计发生其他类关联交易

904.72 万元。 

其他类 15000 

本行拟与紫金

财险开展业务

合作，由其为本

行贷款客户出

具保单，本行凭

保单放款，紫金

财险承担全额

保险责任。 

江苏省国信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其他类 2000 

主要用于为客

户提供担保等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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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10000 

主要用于债券

投资。 

苏银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提供服务或资产

转移类 
250000 

主要用于代销

理财。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50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授信类额度合计 382000   

紫金

投资

集团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10000 

主要用于债券

投资。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1 亿元，提

供服务或资产转移类 300 亿

元；2021 年末授信净额 6.07

亿元，2021 年累计发生资产

转移类业务 60611 万元。 

授信类 110000 

主要用于同业

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提供服务或资产

转移类 
1000000 

主要用于办理

线上票据转贴

现买断、卖断业

务等。 

南京紫金融资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亿元。2021

年末授信净额 4289.8 万元。 
授信类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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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亿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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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紫金科技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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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亿元；2021

年末授信净额 1665 万元。 
授信类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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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0 亿元；

2021 年累计发生提供服务类

业务 804.86 万元。 

授信类 100000 

主要用于同业

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提供服务或资产

转移类 
500 

主要用于金融

产品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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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万元。2021 年累计

支付服务费用 1188.79万元。 

提供服务或资产

转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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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提供服务或资产

转移类 
300000 

主要用于代销

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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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紫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提供服务或资产

转移类 
5000 

主要用于不良

资产转让等。 

授信类额度合计 296565   

苏豪

集团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亿元。2021

年发生业务。 
授信类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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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豪纺织集团

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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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0 万元；

2021年末授信净额3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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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康泓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2000 万

元。 

授信类 3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江苏天泓江北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2000 万

元。 

授信类 3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江苏天泓紫金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 万元；

2021年末授信净额700万元。 
授信类 3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江苏天泓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2000 万

元。 

授信类 3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南京爱涛置地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50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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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

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0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27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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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弘业永润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0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1000 万

元。 

授信类 1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保

函、贸易融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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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江苏苏豪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亿元；2021

年末授信净额 6508 万元。 
授信类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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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亿元；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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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弘业环保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0 万元；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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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保

函、贴现、贸易

融资等业务。 

授信类额度合计 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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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 亿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6.5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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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亿元；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20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项目

贷款、银行承兑

汇票、保函、贸

易融资等业务。 

南京东南国资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10000 

主要用于债券

投资 

南京奥体建设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50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项目

贷款等。 

授信类额度合计 190000   

飞元

实业 

南京飞元实业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50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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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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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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末授信净额 300 万

元。 

授信类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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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信类额度合计 5400   

汇弘

集团 

南京汇弘（集团）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5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2500 万

元。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保

函、贴现、贸易

融资等业务。 

南京永弘制衣有限

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60 万元。

2021年末授信净额360万元。 
授信类 5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保

函、贴现、贸易

融资等业务。 

南京聚乡味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700 万元。

2021年末授信净额700万元。 
授信类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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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信类额度合计 6200   

国众

农业

集团 

南京江宁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2亿元。2021

年末授信净额 2 亿元。 
授信类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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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国众农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50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4900 万

元。 

授信类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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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国润创意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43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4300 万

元。 

授信类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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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国宇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南京宇成林副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3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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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宇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授信类额度合计 52200   

中砼

集团 

江苏中砼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1200 万

元。 

授信类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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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昆腾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年末授信净额900万元。 
授信类 9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授信类额度合计 6400   

  
南京兰叶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9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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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金威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1亿元；2021

年末授信净额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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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7亿元；2021

年末授信净额 5000 万元。 
授信类 5000 

主要用于同业

投、融资业务，

票据业务等。 

  
江苏溧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3亿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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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服务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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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亿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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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服务或资产

转移类 
100000 

主要用于办理

线上票据转贴

现买断、卖断业

务等。 

  
南京隆太成物资有

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年末授信净额140万元。 
授信类 14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江苏旭马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未发生业务。 
授信类 2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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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贴现、贸易

融资等业务。 

  
南京志成达工贸有

限公司 

2021 年未申请预计额度；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1000 万

元。 

授信类 1000 
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 

  

南京江宁台湾农民

创业园发展有限公

司 

授信类预计额度 5000 万元。

2021 年末授信净额 4950 万

元。 

授信类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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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 

2021 年度申请授信类预计额

度 3 亿元。2021 年末授信净

额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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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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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仅用于其可提供保证金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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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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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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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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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本行将主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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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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2年授信类预

计额度为 332000万元，提供服务或资产转移类预计额度为

1250500万元，其他类预计额度 17000万元。 

1.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2月 22日，公

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谢正义，注

册资本 30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玄武区长江

路 88 号，经营范围：国有资本投资、管理、经营、转让，

企业托管、资产重组、管理咨询、房屋租赁以及经批准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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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20403100.68 万元，净资产 10645614.93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4715648.43 万元，净利润 450487.08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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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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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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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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58261090.10 万元，净资产 19391581.50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4679351.90 万元，净利润 16115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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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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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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月末，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

资产 2807425.74万元，净资产 2230712.64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256268.30 万元，净利润 1944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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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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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月末，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有

限公司总资产 251645.40 万元，净资产 26921.60 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470063.37 万元，净利润 4830.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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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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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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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和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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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6 月末，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经济协作有限

公司总资产 36905.17 万元，净资产 14030.05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27843.48 万元，净利润 450.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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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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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665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经

营范围：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业务（限承销

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含政策性金融

债）），证券投资咨询，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

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黄金等贵金属现货合约代理和黄金现货合约

自营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82699888.99 万元，净资产 14283291.71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2690687.84 万元，净利润 11246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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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28452248.78 万元，净资产 17944715.30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402991.25万元，净利润 4930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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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陆松圣，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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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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月末，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 5865598.15 万元，净资产 807267.34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278667.81万元，净利润 1186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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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兴隆

大街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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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 1640507.65 万元，净资产 857039.60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610496.02万元，净利润 95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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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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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月末，江苏省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总资产 132618 万元，净资产 8449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2326万元，净利润 20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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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7年 6月 1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章朝阳，

注册资本 208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鼓楼区江北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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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号，经营范围：食盐、原盐及各类盐类产品的加工、包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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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洗涤用品、化

妆品、粮油、食品、调味品、厨房用品、保健用品、工艺品、

灯、纸制品、文化办公用品等产品的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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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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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末，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

资产 1120034.27 万元，净资产 630265.20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118596.47 万元，净利润 6108.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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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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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高增银，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南

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8 号综合体 B5 幢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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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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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250400 万元，净资产 23480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2900 万

元，净利润 3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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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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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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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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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总资产 10741315 万元，净资产 1314207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6986532万元，净利润 5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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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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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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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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2年授

信类预计额度为 296565 万元，提供服务或资产转移类预计

额度为 1307000万元。 

1.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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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方毅，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注册

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7 号金融城一期 10 号楼

27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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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月末，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资产 10992820.19 万元，净资产 5114734.23 万元，实现

营业收入 135009.50 万元，净利润 271452.92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主要股东。 

2.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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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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70931710.90 万元，净资产 11901203.60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3030156.60 万元，净利润 12432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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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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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鼓楼区汉

中门大街 309 号 9 号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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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业务相关的租赁财产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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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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月末，南京紫金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总资产 271368万元，净资产 4474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3732

万元，净利润 4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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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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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南京证券股份有限有限公司总资

产 5224100.26 万元，净资产 1666928.84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210974.71万元，净利润 88775.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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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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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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末，南京市紫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总资产 121459 万元，净资产 3120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049万元，净利润 9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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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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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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月末，南京通汇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总资产 463795.65 万元，净资产 63777.73 万元，实现

营业收入 31076.66 万元，净利润 2046.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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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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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00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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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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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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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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末，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522225.06 万元，净资产 451033.4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6517.30 万元，净利润 58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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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5月 6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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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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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64万元，净资产 1298.28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8901.51万元，净利润 560.15 万元。 

（2）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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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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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月末，南银理财公司总资产 262499万元，

净资产 241100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4827万元，净利润 37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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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蒋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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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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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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月末，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资

产 546548.84万元，净资产 239184.9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047.26万元，净利润 8245.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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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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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2 年授信类

预计额度为 94000 万元。 

1.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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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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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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

资产 3116050.65 万元，净资产 1278262.18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1428422.51 万元，净利润 4696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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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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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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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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合并

口径总资产 172900 万元，净资产 150100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63700 万元，净利润 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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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江苏苏豪泓瑞进出口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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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范斌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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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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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面料纺织加工；服装制造；服

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产品及原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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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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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象牙及制品除外）；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肥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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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江苏苏豪泓瑞进出口有限公司总

资产 15189 万元，净资产 558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6926

万元，净利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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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长虹路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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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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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月末，江苏康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资



 31 

产 22003 万元，净资产 754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5105 万

元，净利润 3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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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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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月末，江苏天泓江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总资产 20381万元，净资产 480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1600

万元，净利润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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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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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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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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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月末，江苏天泓紫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总资产 14222万元，净资产 552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4736

万元，净利润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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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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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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为南京市红山路 175 号红森公寓 9-12幢门面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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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月末，江苏天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资

产 16576 万元，净资产 858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7688 万

元，净利润-7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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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爱涛置地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爱涛置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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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代表人杜翔，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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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溧水区永阳镇龙山路北，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屋租赁；商品信息咨询；百货、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

销售；室内外装饰、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货物

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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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南京爱涛置地公司总资产 36862

万元，净资产 2564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8476万元，净利

润 31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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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

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及国内贸易。矿产

品、煤炭、焦炭、金属材料、包装材料、木材销售。服装及

面料、针纺织品、化肥、化工装备、纺织机械和器材、工艺

品的生产和销售。农药、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

的销售（按许可证所列的项目经营）。化工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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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末，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165104.22 万元，净资产 123324.5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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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74.23万元，净利润 1335.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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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严宏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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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月末，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总资产 15220.33 万元，净资产-359.2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552.86万元，净利润-1825.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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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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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黄晓卫，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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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月末，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资

产 53444.00 万元，净资产 27539.4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976.22万元，净利润 1927.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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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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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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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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月末，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 53443.9995 万元，净资 27539.4186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2976.2192 万元，净利润 1927.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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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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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水处理等环保等系列产品研发、销售、

租赁，技术研发、推广和科技交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的

销售、租赁，国内外建设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实业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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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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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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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月末，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总资产 3730.0168 万元，净资产 1957.7863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3865.2365 万元，净利润-1230.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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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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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9 月末，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460151.68 万元，净资产 241618.96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53898.88 万元，净利润 23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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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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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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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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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授信类预计额度为 19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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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 901号，经营范围：市国资委授权

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城市基础建设、市政公共配套设施、社会服务配套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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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

设、经营、管理；农业综合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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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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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1450.95 万元，净资产

3026377.2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58751.38 万元，净利润

33282.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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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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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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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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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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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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南京紫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

产 6731万元，净资产 516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201 万元，

净利润 1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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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南京东南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资产 18021060.01 万元，净资产 5717677.12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668099.96万元，净利润 45412.94万元。 

（2）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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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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施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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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有房产租赁；物业管

理；建筑工程、桩基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土石方工程、

市政工程施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酒店管理；住宿

服务；停车场管理；休闲健身服务；餐饮管理；房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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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09月末，南京奥体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总资产 1450658 万元，净资产 55272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31129 万元，净利润 224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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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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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关联方 2022 年授信类预计

额度为 5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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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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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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31344万元，净资产 2557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771万元，

净利润 1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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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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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销售；污水处理工程、废水废气处理工程、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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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月末，江苏欣元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 4515 万元，净资产 404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84万

元，净利润 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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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2 年授信类

预计额度为 6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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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末，南京汇弘（集团）有限公司总资

产 6789万元，净资产 296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3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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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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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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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南京永弘制衣有限公司公司总资

产 1002 万元，净资产 19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745 万元，

净利润 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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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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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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月末，南京聚乡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

司总资产 1273 万元，净资产 62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147

万元，净利润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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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莉及其近亲属重大影响的法人或组织 

吴家莉为本行江宁支行行长。吴家莉及其近亲属重大影

响的法人或组织包括国众农业集团以及南京江宁台湾农民

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其中，国众农业集团 2022年授信类

预计额度为 52200 万元，南京江宁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有限

公司 2022年授信类预计额度为 4950 万元。 

1.南京江宁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江宁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6

月 2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汤信仁，注

册资本 666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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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云台社区青塘梗 400-1 号，经营范围：海峡两岸高效农业、

高科技农业项目的研发；农业休闲旅游；商务会展；科普技

术推广；投资咨询；管道线路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瓜果、蔬菜、苗木、花卉的种植、销售；农

业机械推广。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许可经营项目除外）；

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建筑安装工程设计、施工；农业设施建

设、租赁、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租赁、委托经营、

养护；农业项目投资、开发、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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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月末，南京江宁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有

限公司总资产 234543.91万元，净资产 74923.27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14025.45 万元，净利润 610.01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江宁开发区支行行长吴家莉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

担任董事。 

2.南京江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江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 7

月 28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

表人李蓉，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

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 166号，经营范围：对授权范围

内国有资产经营运作，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权利承担增值

保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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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月末，南京江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总资产 6149061.67 万元，净资产 1988791.97 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147398.76 万元，净利润 1964.56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江宁开发区支行行长吴家莉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

担任总经理、董事。 

3.南京国众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国众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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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吕润全，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 166号，经营范

围：农业项目的开发、投资；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的开发；园

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食用生鲜农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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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6月末，南京国众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资产 90872.29 万元，净资产 35211.65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35214.58 万元，净利润 1909.5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江宁开发区支行行长吴家莉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

母公司南京江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董

事。 

4.南京国润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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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润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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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玲玲，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166号，经营范围：文化

创意项目投资；环境艺术设计开发；房地产项目投资；动漫

产业投资；影视投资；艺术品投资；宾馆建设投资；视觉识

别系统设计；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礼仪服务；舞

台音响设备安装；办公家具、文化礼品的销售；体育运动、

体育赛事的咨询、组织、训练及策划；体育用品、文化用品、

运动器材、运动服装的销售；体育场馆管理；文化活动的咨

询、策划；会展会务服务；餐饮管理、餐饮服务、食品销售、

住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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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月末，南京国润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资产 53048.25 万元，净资产 34088.31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17698.25 万元，净利润 2707.86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江宁开发区支行行长吴家莉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

母公司南京江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董

事。 

5.南京国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国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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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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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法定代表人陆信亮，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注

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166 号，经营范围：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服务；企业形象设

计；市场调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建筑工程、道路、

桥梁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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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月末，南京国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资

产 97240 万元，净资产 3589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1361 万

元，净利润 2493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江宁开发区支行行长吴家莉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

母公司南京江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董

事。 

6.南京宇成林副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宇成林副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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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吕润全，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 166号，经营范

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设计；市场调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建筑

工程、道路、桥梁工程施工；林木种植；林业新技术推广；

奶牛养殖技术推广；奶牛繁殖新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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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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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1 年 9月末，南京宇成林副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总资产 15382万元，净资产 492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7254

万元，净利润 929 万元。 

（2）关联关系 

南京宇成林副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母公司为南京国宇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行江宁开发区支行行长吴家莉配偶笪

永松在南京国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母公司南京江宁国有资

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董事。 

7.南京国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国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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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玲玲，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菜塘村 12 号，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餐饮服务；住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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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管理；农村民间工艺及

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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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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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南京国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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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15737.77 万元，净资产 7016.13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11201.55 万元，净利润 822.46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江宁开发区支行行长吴家莉配偶笪永松在该公司

母公司南京江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董

事。 

（八）李雪及其近亲属重大影响的法人或组织 

李雪为本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李雪及其近亲属重大

影响的法人或组织包括中砼集团以及江苏旭马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其中，中砼集团 2022 年授信类预计额度为 6400

万元，江苏旭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授信类预计额

度为 2000万元。 

1.江苏中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中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2月 17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

人庞宾，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

宁区谷里街道科技产业配套园兴谷路，经营范围：地铁预制

管片、湿拌砂浆、预拌混凝土、建筑模块的生产、销售、研

发；新型建材的研发、销售；提供建筑劳务服务（劳务派遣

除外）；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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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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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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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截至 2021 年 9月末，江苏中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

资产 71172.31 万元，净资产 44969.9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1463.40万元，净利润 7177.76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李雪配偶庞宾在该公司担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 

2.江苏昆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昆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5月 21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

人庞宾，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溧

水区柘塘镇柘宁东路 311 号，经营范围：陶粒建筑材料、商

品混凝土及湿拌砂浆研发、生产、销售；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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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月末，江苏昆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

资产 74517.55 万元，净资产 49040.6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3034.38万元，净利润 5790.93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李雪配偶庞宾在该公司担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 

3.江苏旭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旭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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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望能，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为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汤农路 88-11号，经营范围：许可

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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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技术研发；砼结构构件销

售；水泥制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

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装卸搬运；树木

种植经营；砼结构构件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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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月末，江苏旭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

资产 2500万元，净资产 200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0 万元，

净利润 10万元。 

（2）关联关系 

江苏旭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本行公司金融部副总

经理李雪配偶庞宾的关联企业。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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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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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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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南京兰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资

产 173005 万元，净资产 130666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3989

万元，净利润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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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南京金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金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3 月 21 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员，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东山科技创新

园，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研发；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设

备、汽车租赁；物业管理；家用电器、文化用品、计算机及

软件、电子产品、通信设备销售；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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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销售；家用

电器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电子产品

销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制

造；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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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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1 年 11月末，南京金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资

产 16029.91 万元，净资产 3497.8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50.06 万元，净利润-266.89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已卸任股东监事李明员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

事。 

（十一）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6月 21

日，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邵辉，注

册资本 184811.4814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江苏省无锡市

金融二街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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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同行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

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结汇、

售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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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末，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 20334152.5 万元，净资产 1556075.3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324608万元，净利润 123040.8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已卸任独立董事王怀明在该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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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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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1.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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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月末，江苏溧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总资产 2562213.47 万元，净资产 229931.36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29060.31 万元，净利润 8613.38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已卸任独立董事蒋志芬在该公司担任外部监事。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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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05.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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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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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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月末，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总资产 1837255.17 万元，净资产 169258.86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39324.24 万元，净利润 3803.94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王留平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十四）南京隆太成物资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隆太成物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6月 12日，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朱永才，

注册资本 45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

201 号 1 幢 1607室，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冶金炉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五金制品、家用电

器、橡塑制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办公用品、电脑配件、

纺织品、服装的销售；室内装饰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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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月末，南京隆太成物资有限公司总资产

1140万元，净资产 84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00万元，净

利润 70万元。 

2.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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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包卫东近亲属朱永才担任该公

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实际控制人。 

（十五）南京志成达工贸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志成达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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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星，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

区高家库工业园，经营范围：金属制品、管材、五金、板材

加工及销售；机械加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办公用品销

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装饰工程设计、施工；机械设备租

赁；社会经济咨询；服装、纺织品加工及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市政设施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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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1月末，南京志成达工贸有限公司总资产

3360万元，净资产 2310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870万元，净

利润 296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授信审批部袁文勤配偶赵志为该公司大股东以及

实际控制人。 

（十六）关联自然人 

本行关联自然人包括： 

1.直接或间接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2.本行的董事、监事、总行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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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决定或者参与本行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员； 

3.本行关联法人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本项所指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包括本行的内部人与主

要自然人股东及其近亲属直接、间接、共同控制或可施加重

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4.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本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5.第 1项和第 2项所述人士的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及

其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成年子女配偶的父母、配偶的

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父母的兄弟姐妹的成年子女及其配偶；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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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实

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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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月末，本行对关联

自然人授信净额为 1.09亿元。 

根据正常业务发展需求，本行对关联自然人 2022 年度

的预计授信额度为 3 亿元，单户预计授信不超过 1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本公司预计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正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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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

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

关联交易。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行的影响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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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妥开展本公司业务。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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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本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符合

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不

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

响。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