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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编号：临 2019-048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 A 股上市公司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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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无限售流通股

A股。 

投资金额：人民币 947,364,700元整。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的项目均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市场风险、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风险，并且投资周期较长。 

 

一、关于投资 A股上市公司股权事项(以下简称“本次投资”)的概述 

为充分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收益水平，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在确保

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关于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宁沪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沪投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常镇溧公司”）增持本公司所投股权中已在 A 股上市公

司的股权或新增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宁沪投资公司、宁常

镇溧公司增持本公司所投股权中已在 A 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或新增其他上市公司

股权，资金净投入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并授权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择机运作，

授权期限到 2020年 3月 31日。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9年 10月 26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香港联合

交易所网站 www.hkexnews.hk 刊登的公告。 

 

二、本次投资进展 

根据前述决议，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宁沪投资公司及宁常镇溧公司通过

二级市场合计增持江苏银行股份 13,500万股, 占江苏银行总股本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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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列明的审批权限履行了决策和审批程

序，交易事项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134762764K 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 
顾德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37,747.5千元 成立日期 1992年 08月 01日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 6号 

营业期限自 1992年 08月 01日 营业期限至 
 

经营范围 

石油制品零售，汽车维修，住宿、餐饮、食品销售，书报刊零售、

出租（以上均限批准的分支机构经营）。高速公路建设和维护管

理，按章对通过车辆收费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总资产（2018年度）： 

人民币 48,162,72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净资产（2018年度）： 

人民币 29,353,85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营业收入（2018年度）： 

人民币 9,969,01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净利润：（2018年度）： 

人民币 4,475,71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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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2742364874M 名称 
江苏宁沪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永嘉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490,000千元 成立日期 2002年 09月 23日 

住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白下区洪武路 23号隆盛大厦 11层 1101座） 

经营范围 
各类基础设施、实业与产业投资。设计、制作、策划、发布国内各

类广告。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总资产（2018 年度）： 

人民币 1,229,71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净资产（2018 年度）： 

人民币 1,174,116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营业收入（2018年度）： 

人民币 41,983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净利润：（2018 年度）： 

人民币 138,35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62408248L 名称 
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

人 
曹友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000,000千元 成立日期 2004年 6月 10日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号 

经营范围 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总资产（2018 年度）： 

人民币 6,427,41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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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净资产（2018 年度）： 

人民币 6,313,043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营业收入（2018 年度）： 

人民币 1,191,41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净利润：（2018 年度）： 

人民币 414,95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96544598E  名称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 
夏平 

注册资本  11,544,450千元 成立日期 2007年 1月 22日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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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总资产（2018年度）： 

人民币 1,925,823,21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净资产（2018年度）： 

人民币 124,504,926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人民币 35,223,98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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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2018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

净利润：（2018年度）： 

人民币 13,262,50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五、本次投资主要内容 

1、增持方式：通过二级市场购买 

2、增持标的：江苏银行无限售流通股 A股股份 

3、增持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宁沪投资公司、宁常镇溧公司合计增持江苏银行 13,500 万

股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为 94,736.47万元。 

 增持数量（万股） 增持金额（万元） 

本公司 8,426 59,979.57 

宁沪投资公司 2,155 14,761.75 

宁常镇溧公司 2,919 19,995.15 

本次增持后，本公司及子公司宁沪投资公司、宁常镇溧公司合计持有江苏

银行 33,500 万股股份，占江苏银行总股本的 2.9%。 

 

六、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操作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

资金进行投资，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亦不会对公司治理及依法合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江苏银行近年来业绩稳健，此次增持计划是基于公司对江苏银行未来发展的

信心和价值成长的认可，预计将对公司相关投资收益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拓展公司盈利渠道，为广大股

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七、投资风险防范及控制措施 

（一）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的实际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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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经济周期风险，虽然江苏银行具备了较强的竞争能力，

但受到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监管政策、资本市场走势等多种因素影响，江苏银行

的经营业绩可能未达预期，股价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波动，上述因素均可能导致

本次投资的收益未达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制定了《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对证券投资的职责管理、审批权限

和决策程序、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详细规定，为证

券投资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实现证券投资全方位、全流程风险控制。 

2、公司将及时根据证券市场环境的变化，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工作，及时

调整投资策略及规模，严控风险。 

3、公司将严格依据监管部门的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和报告工作。 

 

八、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