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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2019-046 

转债代码：128034                转债简称：江银转债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重要提示 

1、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本行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召开了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3、本行董事长孙伟、行长宋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常惠娟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4、本半年度报告所载财务数据及指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除特别说明外，均为本行及控股子公司

的合并报表数据，货币单位以人民币列示。 

5、本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本行对投资者的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

的风险认识，并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6、本行 2019 年半年度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7、本半年度报告除特别注明外，均以千元为单位，可能因四舍五入而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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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江阴银行 股票代码 0028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建生 周晓堂、张晶晶 

办公地址 中国江苏省江阴市长江路 203 号董事会办公室 中国江苏省江阴市长江路 203 号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510-86851978 0510-86851978 

电子信箱 jyrcbank@sina.com jyrcbank@s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46,602 1,396,088 1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636 367,500 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449 401,985 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77,249 -7,146,195 180.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11 0.1733 21.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62 0.1633 14.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 3.94% 下降 0.22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5,395,046 114,852,946 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89,194 10,517,594 5.43% 

注：营业收入包括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汇兑收益和其

他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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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财务指标 

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 2017年 

资本状况 

资本充足率（%） ≥10.5 15.35 15.21 14.14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4.17 14.04 12.9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4.15 14.02 12.94 

流动性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25 80.96 86.49 56.56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1.91 2.15 2.39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75 76.65 74.31 70.43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10 3.20 3.46 3.95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50 28.16 29.96 32.44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6.19 5.06 5.65 

贷款迁徙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0.59 4.78 3.48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30.21 56.99 42.17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89.09 99.87 99.88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0.54 3.82 10.71 

拨备情况 
拨备覆盖率(%) ≥150 264.93 233.71 192.13 

贷款拨备比(%) 不适用 5.07 5.03 4.60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 ≤45 29.07 32.03 38.29 

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不适用 0.64 0.70 0.71 

净利差（%）（年化） 不适用 2.10 2.42 2.08 

净息差（%）（年化） 不适用 2.36 2.67 2.33 

注 1、上表中不良贷款比率、单一客户贷款比例、迁徙率、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比按照中国银保监

会监管口径计算。 

2、净利差=生息资产平均利率-付息负债平均利率；净息差=利息净收入÷ 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3、总资产收益率=税后利润÷ 平均总资产；平均总资产=（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 2；成本收

入比=业务及管理费用÷ 营业收入× 100%。 

4、股本及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3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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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1% 93,587,941 17,934,981 90,135,552 3,452,389 质押 33,735,552 

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 92,428,500 15,404,750 90,892,500 1,536,000 质押 90,892,500 

江阴新锦南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8% 90,892,500 15,148,750 90,892,500 - - - 

江苏省华贸进出口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6% 90,442,500 15,073,750 90,442,500 - 质押 89,842,500 

江阴市华发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3% 83,255,100 13,875,850 83,255,100 - 质押 83,255,100 

江阴市爱衣思团绒毛

纺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6% 73,082,898 12,180,483 73,082,898 - 质押 44,640,000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3% 72,267,732 12,044,622 72,267,732 - 质押 72,133,866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1% 69,623,404 11,603,901 69,623,404 - - - 

无锡市嘉亿商贸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2% 67,834,484 11,305,747 67,834,484 - - -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2% 54,821,226 9,136,871 54,821,226 - 质押 54,821,226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

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 
不存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13,037,832 人民币普通股 13,037,83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025,799 人民币普通股 13,025,799 

曹万清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徐友才 9,069,246 人民币普通股 9,069,246 

姚静洁 7,498,859 人民币普通股 7,49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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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桂英 6,5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4,000 

丁碧霞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93,720 人民币普通股 5,993,720 

谢玉娣 5,723,086 人民币普通股 5,723,086 

孙志华 5,722,966 人民币普通股 5,722,966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

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6、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7、公司债券情况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江银转债 128034 2024 年 01 月 26 日 175,827.32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0.80% 

第四年 1.00% 

第五年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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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年 1.80% 

8、截至报告期末和上年末（或报告期和上年相同期间）公司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率 91.07% 90.74% 上升 0.33 个百分点 

速动比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贷款偿还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利息偿付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上半年，经营层在董事会领导下，团结带领全行干部员工紧紧围绕“补短板、调结构、强管理、

降风险、促转型”经营主线，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第一要务，以“零售转型”为主攻方向，有序推进年度各项

重点工作，有力保障了全行经营态势“稳中有进，进中向好”。 

一、“好”的势头进一步确立，主体业务增长好于上年同期。一是存款规模持续扩大。以“开门红”“劳动

竞赛”“存贷款月月增”等竞赛活动为有利契机，深挖全行组织资金潜力。二是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围绕“坚守

本源 振兴乡村”发展规划，信贷资源积极投向实体经济领域，大力支持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

展。三是经营效益持续攀升。认真组织各项人力物力，不断推进财务管理、税务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工作

的深入和创新。 

二、“进”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经营转型成效初显。一是积极落实发展重点。聚焦支农支小，

坚持做小做散，深化阳光信贷，倾斜信贷资源，优先支持单户授信 1000 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二是不

断加强产品创新。升级小微信贷产品，对原“税信贷”“信友贷”优化贷款条件与审批流程，增强对大行“挤出效

应”的应对能力；三是初步搭建普惠体系。筹建小微金融部、普惠金融部、零售金融部三个专职部门，加强

标微、小微、公司三支客户经理队伍建设，加快电子渠道整合、移动平台建设、重要应用系统建设及改造

工作；四是同业业务稳中有进。严把投资准入关，着力优化资产结构，稳健实施负债管理，不断完善风控

机制，在严峻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实现了经营效益稳中有进。 

三、“稳”的基础进一步夯实，全流程风控机制更趋完善。一是着力推进不良清降。着眼于不良贷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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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测和风险贷款的协调处置，强化贷前、贷中、贷后各环节风险提示和预警工作；着力于通过协调、

诉讼、执行、拍卖、核销等多种手段化解风险贷款和处置不良；二是案防能力不断增强。统筹开展好系列

宣传和排查工作，启动“巩固治乱象成果”排查整改，开展“案例警示学习”“合规文化强化建设年”“法人治理强

化年”等内外部各项专项治理与主题学习活动，扎实推进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节点的案防工作；三是

合规管理日益有效。按照“严于律己、严肃管理、严格把关、严守原则、严于监督”的“五严”要求强化合规员

履职，强化内部制度梳理、外部规章解读，进一步强化全行员工对政策的理解掌握以及对监管考核指标的

认识。 

四、“正”的能量进一步集聚，党建文化引领广泛达成共识。一是政治生态更加优良。坚持将思想政治

工作融入党建、融入业务、融入基层，以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人心、激发活力、推动工作；二是人才培养更

加有效。在全行开展信贷主管、会计主管等各级后备人才选拔工作，拓宽展示平台，打通晋升通道，完善

各级核心人才的梯队配置。三是履行责任更加给力。聚焦乡村振兴，聚力支农支小，服务实体经济和普惠

金融的能力持续增强，上半年获评“2018 年度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服务工作先进单位”“2018 年度

上缴税金超亿元企业”，营业部荣获“2018 年中国银行业最佳社会责任特殊贡献网点奖”等荣誉。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本行采用了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新金融工具准则的首次执行日为 2019 年 1 月 1 日。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本行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

计入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②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36 号），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做了修订和规范。本行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会计年度起参照修订后的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本行无需重述前

期可比数据。上述修订的参照采用对本行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8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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