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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19   证券简称：江苏银行   公告编号：2021-014 

优先股代码：360026                  优先股简称：苏银优 1 

可转债代码：110053                  可转债简称：苏银转债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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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4 月 28 日，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夏平、季明、顾尟、吴

典军、胡军、单翔、姜健、唐劲松、杜文毅、任桐回避关联

事项表决。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公司预计的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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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一般商业条款和正常业务程序进行，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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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原则与独立第三方交易一致，即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

交易的条件开展。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正常业务经营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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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表示认可并一致同意将相关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在表决时，

关联董事予以了回避。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正常业务经营需要，交易程序合法

合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有利于公司规范经营、稳健发

展。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

别 

2021 年度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表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关联方名

称 
2020年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预计额度情况 

1 

江苏省国

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

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64亿元，

年末债券投资余额 5.5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80亿元，与去

年持平。额度主要用于拆借、主动管

理产品投资、债券投资、资产支持证

券类产品等业务。 

2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50亿元，

年末拆放同业、债券投资余额 9.6

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5 亿元，较

去年减少 5亿元。额度主要用于拆借、

票据贴现、收益凭证投资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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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锡市建

设发展投

资有限公

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16.44 亿

元，年末贷款、融资性保函、债

务融资工具、一般信用债投资余

额 12.33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5 亿元，较

去年增加 25 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

款、债券投资、融资性保函、债务融

资工具、结构化融资等业务。 

4 

苏州国际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无。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50亿元，较去

年增加 35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票据、债券投资、债券承销等业务。 

5 

无锡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5亿元，

年末债券投资、银票贴现、票据

池业务余额 9.94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35亿元，较去

年减少 5 亿元。额度主要用于拆借、

票据贴现、存放同业、债券投资、ABS、

票据池等业务。 

6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30亿元，

年末拆放同业、债券投资、票据

池业务、票据转贴现余额 16.94

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60亿元，较去

年增加 1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拆借、

票据贴现、存放同业、债券投资、ABS、

票据池等业务。 

7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0亿元，

年末债券投资余额 5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31亿元，较去

年减少 11亿元。额度主要用于拆借、

债券投资、收益凭证投资等业务。 

8 

华泰证券

（上海）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额度 10亿元，

年末基金产品投资余额 10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0亿元，较去

年增加 5 亿元。额度主要用于同业、

金融市场等业务。 

9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60亿元，

年末拆放同业、同业借款、债券

投资余额 31.6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 亿元，较

去年增加 5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同业

借款、债券投资、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10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40亿元，

年末同业借款、债券投资、资产

支持证券余额 39.4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75亿元，较去

年增加 5 亿元。额度主要用于回购、

拆借、债券投资、投资资产支持证券

类产品等业务。 

11 

江苏交通

控股集团

财务有限

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 亿元，

年末票据业务余额 450万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9 亿元，较去

年减少 11亿元。额度主要用于拆借、

同业借款、票据等业务。 

12 

江苏交通

控股有限

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50亿元，

年末贷款、债券投资余额 10.95

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50亿元，较去

年减少 3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债券融资工具、债券投资、资产证券

化等业务。 

13 

无锡市太

湖新城发

展集团有

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13.17 亿

元，年末贷款、债务投资余额 9.02

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77亿元，较去

年增加 17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债券投资、债务融资工具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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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无锡太湖

国际科技

园投资开

发有限公

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8.1 亿

元，年末贷款余额 3.74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35亿元，较去

年减少 25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债务融资工具等业务。 

15 

江苏省国

信集团有

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95亿元，

年末债务融资工具余额 17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41亿元，较去

年减少 29亿元。额度主要用于债务融

资工具等业务。 

16 

江苏如皋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5 亿元，

年末票据、票据池业务余额 0.08

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亿元，与去

年持平。额度主要用于拆借、票据贴

现、存放同业、票据池等业务。 

17 

江苏海门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5 亿元，

年末票据贴现、票据池业务余额

1.76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亿元，与去

年持平。额度主要用于拆借、票据贴

现、存放同业、票据池等业务。 

18 

国寿（无

锡）城市

发展产业

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无。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60亿元。额度

主要用于融资性保函等业务。 

19 
苏州信托

有限公司 
无。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8亿元，较去

年增加 3 亿元。额度主要用于信托投

资等业务。 

20 

无锡地铁

集团有限

公司 

年末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16.61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60亿元，较去

年减少 2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债务融资工具等业务。 

21 

无锡苏南

国际机场

集团有限

公司 

无。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亿元，较去

年减少 2 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票据、债务融资工具等业务。 

22 

苏州国发

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11亿元，

年末无余额。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1亿元，较去

年增加 11亿元。额度主要用于担保额

度等业务。 

23 

无锡财信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无。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亿元，较去

年增加 1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24 

无锡财通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 亿元，

年末贷款余额 1.58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0亿元，较去

年增加 2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债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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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扬州市城

建国有资

产 控 股

(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9.46 亿

元，年末贷款、债券投资余额 6.34

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亿元，较去

年增加 1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超短融等业务。 

26 

交银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无。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亿元，较去

年增加 1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同业借

款、拆借、信托投资等业务。 

27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72.05 亿

元，年末债券投资、票据贴现、

转贴现、福费廷、互换/掉期、资

产支持证券类产品余额 45.79 亿

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5 亿元，较

去年增加 105 亿元。额度主要用于拆

借、票据、存放同业、债券投资、ABS

等业务。 

28 

苏银理财

有限责任

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68亿元，

年末无余额。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98亿元，较去

年增加 98亿元。额度主要用于拆借、

存放同业、同业借款等业务。 

29 

苏银凯基

消费金融

有限公司 

无。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68亿元，较去

年增加 68亿元。额度主要用于拆借、

同业借款、存放同业等业务。 

30 

江苏省港

口集团有

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6 亿

元，年末无余额。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0亿元，较去

年增加 2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债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31 

南京钢铁

股份有限

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15亿元，

年末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9.91 亿

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3亿元，较去

年增加 23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债务融资工

具、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32 

苏州园恒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10.8 亿

元，年末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余额

9.57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2亿元，较去

年增加 12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资产证

券化等业务。 

33 

江苏省广

播电视集

团有限公

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0亿元，

年末债券承销余额 6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亿元，较去

年增加 1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债务融

资工具等业务。 

34 

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5 亿元，

年末无余额。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5亿元，较去

年增加 25亿元。额度主要用于金融市

场等业务。 

35 

华泰柏瑞

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0亿元，

年末基金产品投资余额 10亿元。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30亿元，较去

年增加 30亿元。额度主要用于金融市

场等业务。 



 

- 6 - 

36 
关联方自

然人 

贷款余额 1.8 亿元，信用卡透支

余额 665万元。 

拟申请给予本行关联自然人单户授信

金额 1500万元以内。额度主要用于个

人贷款、信用卡透支等业务。 

 

二、 关联方相关情况介绍 

（一）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87.6 亿元，法定代表人胡军，注册地址：江

苏省南京市长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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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调查等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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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月末，总资产 226.56 亿元，总负债 36.34

亿元，资产负债率 16.04%；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21.02

亿元，净利润 18.70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64亿元，年末债券投资余额 5.5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80 亿元，与去年持平。额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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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于拆借、主动管理产品投资、债券投资、资产支持证券

类产品等业务。 

（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90.7665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伟，注册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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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货合约代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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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6921 亿元，总负债 5618

亿元，资产负债率 81.17%；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114.3

亿元，净利润 89.42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50 亿元，年末拆放同业、债券

投资余额 9.6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5 亿元，较去年减少 5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拆借、票据贴现、收益凭证投资等业务。 

（三）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84.95亿元，法定代表人唐劲松，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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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夏家边朱家土夅 58 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工程

项目管理；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城市建设项目

的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市政工程施工、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以上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自有房屋、设施设

备的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金属材料、建筑用材料、装

饰装修材料、五金交电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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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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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月，总资产 669.04亿元，总负债 407.26

亿元，资产负债率 60.87%；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4.12

亿元，净利润 3.08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16.44亿元，年末贷款、融资性

保函、债务融资工具、一般信用债投资余额 12.33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5亿元，较去年增加 25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债券投资、融资性保函、债务融资工具、

结构化融资等业务。 

（四）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00亿元，法定代表人黄建林，注册地址：江

苏省苏州市人民路 3118 号国发大厦北楼。经营范围：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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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国家规

定的专营、专项审批商品除外），提供各类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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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1584.22 亿元，总负债

1141.14亿元，资产负债率 72.03%；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

额 27.23 亿元，净利润 21.39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无。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50 亿元，较去年增加 35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票据、债券投资、债券承销等业务。 

（五）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8.48亿元，法定代表人邵辉，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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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1778 亿元，总负债 1657

亿元，资产负债率 93.17%；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11.60

亿元，净利润 10.0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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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5 亿元，年末债券投资、银票

贴现、票据池业务余额 9.94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35 亿元，较去年减少 5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拆借、票据贴现、存放同业、债券投资、ABS、

票据池等业务。 

（六）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33.33 亿元，法定代表人王兰凤，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园路 728 号。经营范围：吸收公众

存款、发放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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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拆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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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3866 亿元，总负债 3560

亿元，资产负债率 92.08%；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27.26

亿元，净利润 22.41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30 亿元，年末拆放同业、债券

投资、票据池业务、票据转贴现余额 16.94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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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60 亿元，较去年增加 10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拆借、票据贴现、存放同业、债券投资、ABS、

票据池等业务。 

（七）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38.81亿元，法定代表人范力，注册地址：苏

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经营范围：证券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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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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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1084 亿元，总负债 804.8

亿元，资产负债率 74.25%；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19.52

亿元，净利润 15.01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0 亿元，年末债券投资余额 5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31 亿元，较去年减少 11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拆借、债券投资、收益凭证投资等业务。 

（八）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金 26 亿元，法定代表人崔春，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6 号 1222 室。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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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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月末，总资产 95.17 亿元，总负债 15.02

亿元，资产负债率 15.78%；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22.55

亿元，净利润 19.86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额度 10 亿元，年末基金产品投资余

额 10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0 亿元，较去年增加 5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同业、金融市场等业务。 

（九）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40 亿元，法定代表人夏平，注册地址：江苏

省南京市洪武北路 55 号置地广场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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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9月末，总资产 586.56亿元，总负债 505.83

亿元，资产负债率 86.23%；2020 年利润总额 15.78 亿元，

净利润 11.86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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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60 亿元，年末拆放同业、同业

借款、债券投资余额 31.6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00亿元，较去年增加 50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同业借款、债券投资、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十）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29.87 亿元，法定代表人熊先根，注册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99 号金融城 1 号楼 8-9、11-19、

25-33 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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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

询；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20 年 9月末，总资产 808.5 亿元，总负债 683.0

亿元，资产负债率 84.49%；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18.85

亿元，净利润 14.14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40 亿元，年末同业借款、债券

投资、资产支持证券余额 39.4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75 亿元，较去年增加 5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回购、拆借、债券投资、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类

产品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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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20 亿元，法定代表人陈凤艳，注册地址：江

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99 号紫金金融中心 A2 号楼 1、

2、33、34 层。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理财和融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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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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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委托投资；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

二级市场投资除外）；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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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224.81亿元，总负债199.03

亿元，资产负债率 88.53%；2020 年度利润总额 1.93 亿元，

净利润 1.47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 亿元，年末票据业务余额 450

万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9 亿元，较去年减少 11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拆借、同业借款、票据等业务。 

（十二）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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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68亿元，法定代表人蔡任杰，注册地址：南

京市中山东路 291 号。经营范围：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在省政府授权范围内），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及相关

产业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高速公路收费，实业投资，

国内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6043 亿元，总负债 3584

亿元，资产负债率 59.31%；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119

亿元，净利润 101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50 亿元，年末贷款、债券投资

余额 10.95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50 亿元，较去年减少 30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债券融资工具、债券投资、资产证券化

等业务。 

（十三）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204.11 亿元，法定代表人朱刚，注册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10 号无锡金融中心 18-21

层。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管理、工程项目管理、

物业管理、拆迁服务；城市项目建设综合开发；市政工程施

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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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至 2020年 9月末，总资产 775.86亿元，总负债 457.12

亿元，资产负债率 58.92%；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1.54

亿元，净利润 1.51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13.17亿元，年末贷款、债务投

资余额 9.02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77 亿元，较去年增加 17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债券投资、债务融资工具等业务。 

（十四）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50 亿元，法定代表人秦霞，注册地址：无锡

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97-1 号传感网大学科技园兴业楼 E 栋。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工程项目建设；对太湖国际

科技园内项目的投资；企业管理；投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自有房产出租。 

截至 2020 年 9月末，总资产 136.84 亿元，总负债 73.46

亿元，资产负债率 53.68%；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0.13

亿元，净利润 0.13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8.1 亿元，年末贷款余额 3.74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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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35 亿元，较去年减少 25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债务融资工具等业务。 

（十五）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300亿元，法定代表人谢正义，注册地址：南

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88 号。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管理、

经营、转让、企业托管、资产重组、管理咨询、房屋租赁以

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20年 9月末，总资产 1969.7亿元，总负债 923.32

亿元，资产负债率 46.88%；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54.27

亿元，净利润 45.57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95 亿元，年末债务融资工具余

额 17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41 亿元，较去年减少 29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债务融资工具等业务。 

（十六）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0 亿元，法定代表人刘刚，注册地址：如皋

市如城街道海阳南路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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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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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按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核定

的范围和期限经营）；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

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售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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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末，总资产 525.04亿元，总负债 472.44

亿元，资产负债率 89.98%；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5.29

亿元，净利润 4.24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5 亿元，年末票据、票据池业务

余额 0.08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 亿元，与去年持平。额度主

要用于拆借、票据贴现、存放同业、票据池等业务。 

（十七）江苏海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9.86 亿元，法定代表人黄建新，注册地址：

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解放中路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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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承兑和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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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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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年 9月末，总资产 501.39亿元，总负债 467.89

亿元，资产负债率 93.32%；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3.81

亿元，净利润 3.29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5 亿元，年末票据贴现、票据池

业务余额 1.76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 亿元，与去年持平。额度主

要用于拆借、票据贴现、存放同业、票据池等业务。 

（十八）国寿（无锡）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92 亿元，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国联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一街 8号 1007室。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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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无。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60 亿元。额度主要用于融资性

保函等业务。 

（十九）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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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2 亿元，法人代表沈光俊，注册地址：苏州

工业园区苏雅路 308 号信投大厦 18-22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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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

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

方式运作固有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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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末，总资产 59.02 亿元，总负债 4.87

亿元，资产负债率 8.25%；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6.32

亿，净利润 4.63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无。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8 亿元，较去年增加 3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信托投资等业务。 

（二十）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74.38亿元，法定代表人陆春晓，注册地址：

无锡市清扬路 228 号。经营范围：对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



 

- 21 - 

建设、运营；工程管理服务；国内贸易；利用自有资产对外

投资；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咨询和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

类培训）；对京沪高速铁路和沪宁城际铁路无锡段的投资建

设；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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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651.06亿元，总负债442.94

亿元，资产负债率 68%；2020 年度营业收入 4.43 亿元，利

润总额 1.78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年末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16.61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60 亿元，较去年减少 20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债务融资工具等业务。 

（二十一）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5 亿元，法定代表人王建南，注册地址：无

锡市新区机场路 1 号。经营范围：机场民用部分的投资、经

营管理；国内外航空运输企业、旅客、货物的地面保障业务、

代理业务和其他服务业务；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航空基

础设施建设；国内贸易；自有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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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末，总资产 37 亿元，总负债 14 亿元，

资产负债率 37.83%；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0.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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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0.18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无。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 亿元，较去年减少 2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票据、债务融资工具等业务。 

（二十二）苏州国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8.16 亿元，法定代表人马晓，注册地址：苏

州市人民路 3118号（国发大厦第 10-11层）。经营范围：贷

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

用证担保、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

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

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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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末，总资产 17.92 亿元，担保赔偿准

备 4.53 亿元，资产负债率 43.75%；2020 年前 11 个月利润

总额 74万元，净利润 73万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11亿元，年末无余额。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1 亿元，较去年增加 11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担保额度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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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无锡财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2亿元，法定代表人邵练荣，注册地址：无锡

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威路 2 号。经营范围：贸易融资；

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账管理；与本

公司商业保理业务相关的信用风险担保；资信调查与评估；

保理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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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月末，总资产 20.83 亿元，总负债 17.64

亿元，资产负债率 85%；2020 年前 9 个月利润总额 0.47 亿

元，净利润 0.35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无。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 亿元，较去年增加 10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二十四）无锡财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20 亿元，法定代表人邵练荣，注册地址：无

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威路 2 号。经营范围：从事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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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交易咨询和非融资性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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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末，总资产 142.84亿元，总负债 1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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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资产负债率 89%；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1.7亿元，

净利润 1.69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 亿元，年末贷款余额 1.58 亿

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0 亿元，较去年增加 20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债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二十五）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70 亿元，法定代表人叶善祥，注册地址：江

苏省扬州市盐阜西路 11 号。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

的国有资产经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土地一

级开发，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水生产与供应，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燃气供应，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市民卡

服务，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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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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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末，总资产1467.77亿元，总负债939.36

亿元，资产负债率 63.99%；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5.11

亿元，净利润 4.84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9.46 亿元，年末贷款、债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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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余额 6.34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 亿元，较去年增加 10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超短融等业务。 

（二十六）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57.65 亿元，法定代表人童学卫，注册地址：

武汉市汉江区建设大道 847号瑞通广场 B 座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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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

起人从事投资；经营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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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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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范围包

括本外币业务。 

截至 2020 年 9月末，总资产 144.31 亿元，总负债 15.24

亿元，资产负债率 10.56%；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11.55

亿元，净利润 8.66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无。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 亿元，较去年增加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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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主要用于同业借款、拆借、信托投资等业务。 

（二十七）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00.07亿元，法定代表人胡升荣，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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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14951.03 亿元，总负债

13902.65 亿元，资产负债率 92.99%；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

总额 122.73 亿元，净利润 100.88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72.05亿元，年末债券投资、票

据贴现、转贴现、福费廷、互换/掉期、资产支持证券类产

品余额 45.79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5亿元，较去年增加 105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拆借、票据、存放同业、债券投资、ABS 等业

务。 

（二十八）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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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0 亿元，法定代表人高增银，注册地址：南

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8 号综合体 B5 幢 15 层。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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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末，总资产 20.27 亿元，负债 0.23

亿元，资产负债率 1.13%；2020年度利润总额 335 万元，净

利润 419 万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68亿元，年末无余额。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98 亿元，较去年增加 98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拆借、存放同业、同业借款等业务。 

（二十九）苏银凯基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6亿元，法定代表人顾尟，注册地址：江苏省

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光明路 505 号建滔广场 2 号楼 22-23

层。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无。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68 亿元，较去年增加 68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拆借、同业借款、存放同业等业务。 

（三十）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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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84.15亿元，法定代表人王永安，注册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540 号。经营范围：港口运营管理，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远洋、沿海、长江及内河航运，陆上货

物运输，仓储物流，大宗商品交易，港口和航运配套服务，

沿江沿海岸线及陆域资源收储和开发利用，港口产业投资，

涉江涉海涉港资产管理，股权和基金的投资、管理和运营。

（依法徐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 

截至 2020年 9月末，总资产 477.13亿元，总负债 229.33

亿元，资产负债率 48.06%；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6.2

亿元，净利润 5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6亿元，年末无余额。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0 亿元，较去年增加 20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债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三十一）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61.43 亿元，法定代表人黄一新，注册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幸福路 8号。经营范围：一般危险化学

品：3 类易燃液体；4 类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

品；5 类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6 类第 1 项毒害品（不含

剧毒品，不含农药）；8类腐蚀品（所有类项不得储存）的批

发。一般经营项目：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钢压延加工

产品及副产品的销售；焦炭及其副产品生产；钢铁产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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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资产管理；钢铁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废旧金属、物资

的回收利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品业务；

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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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

经营；燃气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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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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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末，总资产 474.88亿元，总负债 242.62

亿元，资产负债率 51.09%；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28.55

亿元，净利润 23.68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15 亿元，年末银行承兑汇票余

额 9.91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3 亿元，较去年增加 23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债务融资工具、

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三十二）苏州园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7亿元，法定代表人祁彬，注册地址：苏州

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 A1 北座 3 楼 G37 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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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营与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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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截至 2020 年 9月末，总资产 23.55 亿元，总负债 19.11

亿元，资产负债率 81.15%；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0.52

亿元，净利润 0.39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10.8 亿元，年末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余额 9.57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2 亿元，较去年增加 12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三十三）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28 亿元，法定代表人卜宇，注册地址：南京

市北京东路四号。经营范围：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投资、企业托管、资产重组、实物租赁、省政

府授权的其他业务；会议展览服务；文艺活动的举办；国内

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

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报刊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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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373 亿元，总负债 147.03

亿元，资产负债率 39.42%；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1.4

亿元，净利润 0.96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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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0 亿元，年末债券承销余额 6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10 亿元，较去年增加 10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债务融资工具等业务。 

（三十四）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66.97 亿元，法定代表人杨华辉，注册地址：

福州市湖东路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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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

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

医疗器械等内容及电子公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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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1768 亿元，总负债 1369

亿元，资产负债率 77.43%；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46.83

亿元，净利润 35.37 亿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5 亿元，年末无余额。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25 亿元，较去年增加 25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金融市场等业务。 

（三十五）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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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2亿元，法定代表人贾波，注册地址：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199弄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 1号

17 层。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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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末，总资产 15.69 亿元，总负债 4.63

亿元，资产负债率 29.50%；2020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 2.26

亿元，净利润 1.70 元。 

2.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向该公司授信总额 20 亿元，年末基金产品投资余

额 10 亿元。 

3.2021 年度拟申请预计额度 

拟申请授信类预计额度 30 亿元，较去年增加 30 亿元。

额度主要用于金融市场等业务。 

（三十六）关联方自然人 

本行对关联自然人的授信包括个人消费贷款、个人房产

抵押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信用卡透

支等表内外授信业务品种。 

2020 年 12 月末，所有关联自然人贷款余额 1.8 亿元，

信用卡透支余额 665 万元。根据本行业务历史数据，本着风

险可控和操作高效的原则，在交易条件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

类交易条件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2021 年度拟申请给予本行关联自然人单户授信金额 1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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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内。额度主要用于个人贷款、信用卡透支等业务。 

2021年，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坚持遵循一般商

业原则，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遵循中国人民

银行利率政策以及本行同类产品定价相关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