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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关联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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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 3 月 30 日，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关
联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影响
该事项对本行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方介绍
（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新组建于 1987 年 4 月 1 日，截至 2020 年 9 月末，
该行总资产 107,955.71 亿元，所有者权益 8,251.11 亿元，存款总额 65,415.93
亿元，贷款总额 58,166.96 亿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53.94 亿元，
净利润 527.12 亿元。
（二）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2 月 28 日，注册资本 78.83 亿元，
为国有独资企业。主要经营范围：交通能源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开发
建设、市场配套服务等。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260.39 亿元，资产负
债率 64.78%。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27 亿元，净利润 0.23 亿元。
（三）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成立于 1981 年 3 月 3 日，注册资

本 38,13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研发、制造和销售中高压配电开关及控制设
备、低压配电开关及控制设备、专用低压电器、电器传动自动化电器设备、电力
控制或配电用电力板、盘、控制台、控制柜、电力集成电路、继电器等。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32.13 亿元，资产负债率 29.75%。2020 年实现营
业收入 24.16 亿元，净利润 6.97 亿元。
（四）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9 月 20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主营经营范围为：家用电器、冷冻设备、制冷设备、压缩机、换热设备、机床设
备、电子产品、电动机及配件、电动车辆等。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2.17 亿元，资产负债率 59.78%。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 亿元，净利润 571
万元。
（五）常熟市苏华集团有限公司
常熟市苏华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03 月 27 日，注册资本 25,260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针纺织制品、无纺制品、服装及辅料、包装材
料制造、加工、销售；羊毛、化纤原料、棉纱、建材、钢材、五金交电、装璜装
饰材料、日用杂品批发、零售。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1.85 亿元，
资产负债率 17.66%。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64 亿元，净利润 9,249 万元。
（五）常熟虞山饭店有限公司
常熟虞山饭店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3 年 01 月 05 日，注册资本 6,580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住宿服务；理发、美容服务；停车场管理
服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0.37 亿元，资产负债率 50.61%。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9,109 万元，净利润 3,116 万元。
（七）常熟银羊电子有限公司
常熟银羊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8 月 2 日，注册资本 523.9 万美元，
主要经营范围为：高清晰度彩电用回扫变压器以及各类电感元件。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8,954 万元，资产负债率 56%。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12
万元，净利润 220 万元。
（八）苏州银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银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 月 25 日，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研发和销售供车辆和船舶内外饰使用的新型环保

高分子材料、吸音隔热材料、建筑环保材料和非织造产品。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
公司总资产 9,861 万元，资产负债率 34%。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782 万元，净
利润 554 万元。
（九）常熟市银洋陶瓷器件有限公司
常熟市银洋陶瓷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2 月 4 日，注册资本 2,000 万
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各类机械、电子用陶瓷元器件生产、销售。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5,368 万元，资产负债率 8.66%。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800
万元，净利润 590 万元。
（十）江苏良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良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11 月 13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为：针纺织品、纺织品、工艺绣品、床上用品纺织加工、销售。截
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32,164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2020 年实现营
业收入 23,561 万元，净利润 3,112 万元。
（十一）常熟市常吉纺织有限公司
常熟市常吉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5 月 11 日，注册资本 5,200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为：腈纶化纤、腈纶毛条、腈纶产品制造、加工、销售。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2,422 万元，资产负债率 76%。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476 万元，净利润-268 万元。
（十二）常熟良基毛纺织有限公司
常熟良基毛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 月 21 日，注册资本 58.3 万美元，
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绒线、经编纬编布、服装装饰面料、羊毛衫等。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678 万元，资产负债率 10%。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8 万，净利润 111 万元。
（十三）常熟市新星毛纺织厂
常熟市新星毛纺织厂成立于 1992 年 8 月 25 日，注册资本 60 万元，主要经
营范围为：以羊毛、化纤为原料的针织绒、毛织品、毛条纺织加工以及普通商标
织带。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4,778 万元，资产负债率 0.01%。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30 万元，净利润 22 万元。
（十四）江苏顺业纺织有限公司
江苏顺业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18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主

要经营范围为：纺织品、工艺绣品、床上用品生产、销售，针纺织原辅材料销售
等。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35,081 万元，资产负债率 85%。2020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6,703 万元，净利润-1229 万元。
（十五）常熟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常熟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注册资本 179,46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建设、资产租赁；固体废弃物收集、
运输、处理项目投资运营服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44.83 亿元，
资产负债率 67.21%。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79 亿元，净利润 8,824 万元。
（十六）常熟东南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常熟东南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7 日，注册资本 47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
总资产 171.58 亿元，资产负债率 55.33%。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8.22 亿元，利
润 1.35 亿元。
（十七）常熟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常熟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注册资本 9.8 亿元，主
要经营范围为：企业科技孵化；园区管理与服务；项目投资与管理；投资咨询；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基础设施开发和建设；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企业策划、设计；提供展览展示活动；提供停车场
服务；花卉、苗木的种植、养护和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7.43 亿元，资产负债率 43.22%。2020 年实现营
业收入 2.41 亿元，利润 0.78 亿元。
（十八）江苏创兰太阳能空调有限公司
江苏创兰太阳能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24 日，注册资本 1,850.54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太阳能空调器、太阳能热水器、热泵热水器、空气源制
水机等。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086.89 万元，资产负债率 73.69%。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89.14 万元，净利润-154.91 万元。
（十九）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3 日，注册资本
6.91 亿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该行总资产 246.80 亿元，所有者权益 17.57
亿元，存款总额 203.99 亿元，贷款总额 155.65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25

亿元，净利润 1.56 亿元。
（二十）江苏宝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宝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注册资本
2.70 亿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该行总资产 206.66 亿元，所有者权益 16.33
亿元，存款总额 180.38 亿元，贷款总额 124.57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9.92
亿元，净利润 2.09 亿元。
（二十一）江苏镇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镇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注册资本
15 亿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该行总资产 232.38 亿元，所有者权益 29.53 亿
元，存款总额 184.07 亿元，贷款总额 135.23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 亿
元，净利润 0.75 亿元。
(二十二)关联自然人
按照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行将 14 名董事、6 名监事、6
名非董监事高级管理人员、10 名离任未满 12 个月的董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共 249 人，认定为我行关联自然人。

二、2021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一）贷款/债权投资类关联交易
2020 年度，我行与关联方发生的贷款/债权投资类关联交易均在年初预计额
度内。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序号
1
2

3

4

关联方名称

2020 年关联交易情况

2021 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 亿 流动资金贷款、债权投资等业务，
公司
元，年末债权投资余额 1 亿元。 预计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5 亿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额
司（原常熟开关厂） 元，年末无贷款余额。
度不超过 5 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 亿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额
限公司
元，年末贷款余额 0.9 亿元。
度不超过 1.5 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
常熟市苏华集团有限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5
现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 0.5 亿
公司
亿元，年末无贷款余额。
元。

5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
常熟虞山饭店有限公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9
现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 1.2 亿
司
亿元，年末贷款余额 1.09 亿元。
元。

6

常熟银羊电子有限公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7 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司
亿元，年末贷款余额 0.1 亿元。 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 0.7 亿元。

7

苏州银羊新材料股份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2 开立全额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预
有限公司
亿元，年末无贷款余额。
计额度不超过 0.5 亿元。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流动资金贷款、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常熟市银洋陶瓷器件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3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额
有限公司
亿元，年末贷款余额 0.02 亿元。
度不超过 0.5 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
江苏良基集团有限公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5
现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 2.8 亿
亿元，年末贷款余额 0.5 亿元。
司
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
常熟市常吉纺织有限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 亿
现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 1.8 亿
元，年末无贷款余额。
公司
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
常熟良基毛纺织有限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05
现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 0.1 亿
亿元，年末无贷款余额。
公司
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0.05
常熟市新星毛纺织厂
现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 0.1 亿
亿元，年末无贷款余额。
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
江苏顺业纺织有限公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1
现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 1.1 亿
亿元，年末贷款余额 0.34 亿元。
司
元。
常熟市水务投资发展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 亿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
元，年末贷款余额 0.40 亿元。 现等业务，
有限公司
预计额度不超过 2 亿元。
2020 年四季度新增入本行关联方
常熟东南资产经营投 名单，本行授信额度 3 亿元，年末 债权投资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
资有限公司
无贷款余额，年末债权投资余额 1.9 亿元。
0.5 亿元。
2020 年四季度新增入本行关联方
常熟大学科技园有限
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等业务，预计
名单，本行授信额度 0.95 亿元，
公司
额度不超过 0.9 亿元。
年末贷款余额 0.89 亿元。
2020 年四季度新增入本行关联方
江苏创兰太阳能空调
全额银票、贴现等业务，预计额度
名单，本行授信额度 0.01 亿元，
有限公司
不超过 0.01 亿元。
年末无贷款余额。
2020 年度单户预计额度 0.05 亿元 个人贷款、信用卡透支等业务，单
关联自然人
以内，总额度 0.5 亿元以内，年末 户预计额度不超过 0.05 亿元，预计
贷款余额 0.0014 亿元。
额度不超过 0.5 亿元。
合计

31.11 亿元

注：上述 2020 年末贷款和投资余额含应计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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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同业往来/中间业务类日常关联交易
币种：人民币

序号

1

2

3

4

关联方名称

2020 年关联交易情况

2021 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年末存放同业款项余额 1.66
亿元，卖出回购余额 1 亿元，
其他债权投资余额 1.2 亿元，
衍生金融工具-利率互换净
额 0.03 亿元，衍生金融工具
-外汇远期净额 14.58 万元。

存放同业、同业存放、拆出资金、拆
入资金、买入返售、卖出回购、衍生
交通银行股份有
金融工具业务等，预计额度不超过 18
限公司
亿元，集团总额度不超 24 亿元（含交
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银金
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理财代销等中间业务、存放同业、同
连云港东方农村
年末存放同业款项余额 5 千 业存放、拆出资金、拆入资金、买入
商业银行股份有
元，同业存放款项 0.5 亿元。 返售、卖出回购、衍生金融工具业务
限公司
等，预计额度不超过 6 亿元。
存放同业、同业存放、拆出资金、拆
江苏宝应农村商
年末同业往来、衍生金融工 入资金、买入返售、卖出回购、衍生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具类业务余额为零。
金融工具业务等，预计额度不超过 3
公司
亿元。
存放同业、同业存放、拆出资金、拆
江苏镇江农村商
年末存放同业款项余额
入资金、买入返售、卖出回购、衍生
业银行股份有限
0.01 亿元。
金融工具业务等，预计额度不超过 6
公司
亿元。
注 1：2020 年末衍生金融工具-利率互换净额对应的名义本金为 20.78 亿元，衍生金融

工具-外汇远期净额对应的名义本金为 0.68 亿元。
2、上述关联交易余额含应计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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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符合公允性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杜绝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不
损害本行和股东的利益。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对本行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本行预计的部分关联方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均基于与相关客户原有的合作基础，以及对本行业务发展的
合理预期，预测金额及所涉交易内容符合业务实际需求，其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
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符合公允性原则。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本行预计的部分关联方2021年度关联交易属于银

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关联交易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
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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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及资产
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该议案已经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