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方补充申报情况介绍
一、申请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关联法人
（一）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体
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是本行主要股东之一，该关联集团部分成员
情况如下：
1、江苏宝庆珠宝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 年

注册资本

25275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主要股东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向我行委派监事）
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首饰、金属工艺品制造、销售；金、银、铜表面处
理服务；贵金属经纪，展销展示服务等。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总资产 60,260.65 万元，总负债
16,611.89 万元，资产负债率 27.56%，所有者权益 43,648.76 万元，
营业收入 189,433.36 万元，净利润 1,410.21 万元。

2019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20 年新增关联方，2019 年基本授信额度 2000 万，
截至 2019 年末授信余额为零。

2、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2 年

注册资本

36634.6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主要股东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向我行委派监事）
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化学纤维制品、化纤用浆粕、化工产品（不含化学
危险品）、包装材料、服装、针纺织品、自来水生产、销售；化工
技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本企业自产的化纤制品、化纤用棉绒及
浆粕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及零配件进口以及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总资产 200,215.14 万元，总负债
48,185.35 万元，资产负债率 24.06%，所有者权益 152,029.79 万元，
营业收入 40,487.3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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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20 年新增关联方，2019 年基本授信额度 5000 万，
截至 2019 年末授信余额 3197.25 万元。

3、南京先正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0 年

注册资本

1211.90 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主要股东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向我行委派监事）
的关联方

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冲制件的生产、加工、销售；经营本企
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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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品备件、零配件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开展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补
一来”业务；物业管理；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总资产 20600.00 万元，总负债 8966.02
万元，资产负债率 43.52%，所有者权益 11700.00 万元，营业收入
6756.37 万元，净利润 619.22 万元。

2019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20 年新增关联方，2019 年基本授信额度 5000 万，
截至 2019 年末授信余额 3197.25 万元。

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与本行关联关系

基本情况

1951 年

注册资本

89742 万元

主要股东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向我行委派监事）
的关联方
经营范围：以药品批发为主营业务，经营范围药品批发（包含
中药批发、西药批发）；药品零售（包含中药零售、西药零售）、
医疗器械（包含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药事管理服务；药
品质量监控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服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
售；保健食品销售；道路运输、普通货物运输、货运代理；会议、
展览展示及相关服务；仓储服务；百货、五金交电、日杂洗化用品、
消毒产品、化妆品、劳保用品、眼镜及配件、汽车配件、摩托车配
件、工程机械、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子产品、照相
器材、摄影器材、针纺织品、玻璃仪器、服装鞋帽销售；提供劳务
服务；室内装饰服务；物业管理；房屋出租、维修；汽车租赁；装
卸服务。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总资产 2,145,029.76 万元，总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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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952.79 万元，资产负债率 78.5%，所有者权益 461,076.98 万
元，营业收入 1,827,221.31 万元，净利润 20,962.45 万元。
2019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为 2020 年新增关联方，2019 年基本授信额度 110000 万，
投行业务额度 210000 万，截至 2019 年末授信余额为 120000 万。

（二）其他关联法人
1、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与本行关联关系

基本情况

2019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2020 年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理财子公司。
南京银行理财全资子公司——南银理财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开
业，整体战略愿景是成为“协同高效、管理规范、具有特色、国内
领先的全能型资产管理机构”。发展目标是“利用创新思维和手段，
构建综合投资能力，全面提升资产管理规模”。充分对标海内外优
秀资管机构的实践，投资端整合内外部资源，渠道端与母行充分合
作，科技端构建创新科技能力。在搭建大类资产配置体系的基础上，
巩固固收优势、提升权益投资水平并建设综合投研能力。公司将在
全面合规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现有内部渠道并积极拓展外部渠道，
实现规模的稳步增长。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发行公募、私募理财产品、理财顾问和咨
询等资产管理相关业务。
该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挂牌成立，为 2020 年新增关联方。

二、申请非授信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关联方
1、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名称

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预计额
度类型

成立时间

2020 年

注册资本

与本行关联关系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理财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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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万元

基本情况

南京银行理财全资子公司——南银理财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开
业，整体战略愿景是成为“协同高效、管理规范、具有特色、国内
领先的全能型资产管理机构”。发展目标是“利用创新思维和手段，
构建综合投资能力，全面提升资产管理规模”。充分对标海内外优
秀资管机构的实践，投资端整合内外部资源，渠道端与母行充分合
作，科技端构建创新科技能力。在搭建大类资产配置体系的基础上，
巩固固收优势、提升权益投资水平并建设综合投研能力。公司将在
全面合规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现有内部渠道并积极拓展外部渠道，
实现规模的稳步增长。

2019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该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挂牌成立，为 2020 年新增关联方。

2020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及用途

预计 2020 年度申报 4 亿额度，其中理财代销手续费 3.3 亿元，
托管费 0.3 亿元，管理费 0.4 亿元。

较 2019 年预计额
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

亿元

2020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南京银行代销子公司理财产品，按照销量和费率测算，代销手
续费预计 3.3 亿元；根据理财规模测算，托管服预计 0.3 亿元，根
据理财投资规模测算，管理费预计 0.4 亿元。

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0 年度，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
度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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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
相关业务。

2、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预计额
度类型

成立时间

1951 年

注册资本

与本行关联关系

基本情况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89742 万元

主要股东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向我行委派监事）
的关联方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药品批发为主营业务，经营范围药品
批发（包含中药批发、西药批发）；药品零售（包含中药零售、西
药零售）、医疗器械（包含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药事管
理服务；药品质量监控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服务；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散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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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道路运输、普通货物运输、货运代
理；会议、展览展示及相关服务；仓储服务；百货、五金交电、日
杂洗化用品、消毒产品、化妆品、劳保用品、眼镜及配件、汽车配
件、摩托车配件、工程机械、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
子产品、照相器材、摄影器材、针纺织品、玻璃仪器、服装鞋帽销
售；提供劳务服务；室内装饰服务；物业管理；房屋出租、维修；
汽车租赁；装卸服务。
2019 年预计额度
及业务情况
2020 年度申报预
计额度及用途

2019 年度未纳入关联方名单，未申报预计额度。

申报预计额度 0.022 亿，主要为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承销
费。

较 2019 年预计额
度
2020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交易公允性分析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

亿元

申报预计额度 0.022 亿，主要为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承销
费。

2020 年度，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
度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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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
相关业务。

3、南京市金盾押运护卫中心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与本行关联关系

基本情况

2019 年预计额度
金额及业务情况

南京市金盾押运护卫中心

2002 年

申请预计额度类
型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注册资本

17500 万元

主要股东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向我行委派监事）
的关联方
南京市金盾押运护卫中心系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193742367389X，主营业务押运服务、金库保管业务，员
工 2500 余人，押运车辆近 400 辆，各类枪支 822 支，系 IS09001 国
际质量认证企业，也是中国保安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押运服务覆盖
南京市 37 家银行 2000 多个网点，多次获得先进集体称号。
2019 年度未纳入关联方名单，未申报预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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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拟补充
申请预计额度及
用途

申请预计额度 0.166 亿，主要用于该公司为本行提供的营业网
点、金库与现金有关的押运服务费用。

较年初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2020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主要用于该公司为本行提供的营业网点、金库与现金有关的押运

交易公允性分析

□维持

□减少

□增加

亿元

服务费用。
2019 年支付提供服务费用定价符合本行定价管理要求及市场行
情，符合公允性原则。
2020 年度，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
度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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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
相关业务。

4、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与本行关联关系

基本情况

2019 年预计额度
金额及业务情况
2020 年度拟补充
申请预计额度及
用途

申请预计额度类
型

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1991 年

■提供服务类
□资产转移类
□其他类

注册资本

2300 万

主要股东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向我行委派监事）
的关联方
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系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100425800724G,主营保安服务、保安培训及保安器材及相关
设备销售及维护。是南京市唯一一家国资旗下的保安企业，员工 2
万 5 千人。是南京市保安服务行业中规模最大、服务企业最多的（服
务金融行业覆盖率 70%）一家企业，并连续多年获得先进集体称号。
2019 年度未纳入关联方名单，未申报预计额度。
申请预计额度 0.069 亿，主要用于该公司为本行提供的营业网
点、办公场所、监控中心等区域保安值勤、监控中心值守、金库守
卫有关的保安服务费用。

较年初预计额度

■首次申报

□维持

□减少

□增加

亿元

2020 年预计额度
需求分析

主要用于该公司为本行提供的营业网点、办公场所、监控中心等
区域保安值勤、监控中心值守、金库守卫有关的保安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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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公允性分析

2019 年支付提供服务费用定价符合本行定价管理要求及市场行
情，符合公允性原则。
2020 年度，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在本行关联交易额
度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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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
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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