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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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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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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9 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苏租赁 60090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柏青 张永飞 

电话 025-86815298 025-86819397 

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99号

金融城1号楼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99号金

融城1号楼 

电子信箱 zhengquan.zhou@jsleasing.cn zhengquan.zhang@jsleasing.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458,887.20 5,902,965.95 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19,937.33 1,101,768.84 1.6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7,683.86 -794,706.4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5,446.12 795,440.09 -80.46 

营业收入 142,293.73 118,374.77 2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8,585.46 64,261.12 2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224.71 58,749.76 33.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95 7.11 减少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 0.23 1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 0.23 13.0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4,10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43 640,000,000 640,000,000 无 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09 630,000,000 0 无 0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9.78 292,200,000 292,200,000 无 0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83 234,000,000 234,000,000 无 0 

国际金融公司 其他 6.70 200,000,000 0 无 0 

堆龙荣诚企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78 172,750,426 0 无 0 

法巴租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5.11 152,532,26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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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36 10,755,79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18 5,410,034 0 无 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银消费新趋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7 5,11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中，除上述关系外，未知有限售条件股东与无

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未知是否具有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转型+增长”双链驱动战略，实施“厂商+区域”双线并进的发展思路。加



快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转型创新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各项经营业绩稳中向好，较好完成了上半

年经营目标。具体而言： 

（一）资产规模持续增长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规模 6,458,887.20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555,921.25 万元，增幅为

9.42%；负债总额 5,338,949.87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537,752.76 万元，增幅为 11.20%。 

（二）业务转型速度加快 

在“转型+增长”战略指导下，公司聚焦清洁能源、高端装备、汽车金融、信息科技、农业机

械等转型类业务，进一步提升了业务专业化水平和客户服务能力。报告期内，公司转型类业务投

放合同数占总投放合同数 98.28%；投放金额占总投放金额 55.93%，较去年提高了 21.75 个百分点。 

（三）盈利能力保持领先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 104,820.90 万元，同比增加 19,353.35 万元，增幅为 22.64%；净利

润 78,585.46 万元，同比增加 14,324.34 万元，增幅为 22.29%。租赁业务净利差 3.46%，同比增长

0.54 个百分点；总资产收益率（ROA）1.27%，同比增长 0.06 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6.92%，同比增长 0.42 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 0.26 元/股，同比增

长 13.04%，盈利能力位居行业前列。 

（四）资产质量有效管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融资租赁款余额 6,259,916.40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463,320.06 万元，

增幅为 7.99%，其中：不良应收融资租赁款余额 52,712.90 万元，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 0.84%，低

于银行业平均水平。融资租赁资产拨备率 3.44%，拨备覆盖率 408.30%，均满足银保监会相关监管

要求，且在同业处于领先水平。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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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本公司按要求

于 2019 年 1月 1 日起对金融工具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已审议通

过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议案，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相关公告。自 2019 年起，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根据准则衔接



规定，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不做调整，相关影响金额 683.97 万元调减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 

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财政部 2018 年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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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起，公司按照财会〔2018〕36 号文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对上年末和

上期比较数据不做重述。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