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323                                公司简称：苏农银行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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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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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陈志明 公务原因 唐林才 

 

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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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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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苏农银行 603323 吴江银行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庆华 沈佳俊 

电话 0512-63969966 0512-63969870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

1777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

1777号 

电子信箱 office@szrcb.com office@szrcb.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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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42,149 116,782,012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1,033,352 9,410,567 17.24 



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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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181 -535,567 326.52 

营业收入 1,743,784 1,519,253 1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79,923 505,218 1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7,424 506,287 14.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56 5.85 减少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32 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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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0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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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89 124,239,048 97,653,923 质押 46,309,999 

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81 122,730,716 122,730,716 质押 57,200,000 

苏州环亚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90 106,371,515 106,371,515 质押 42,900,000 

立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66 47,910,037 47,910,037 质押 47,905,000 

吴江市恒达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2 43,636,772 43,636,772 质押 43,559,996 

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2.32 41,796,437 36,938,394 无   



人 

吴江市新吴纺织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2 23,724,509 23,724,509 质押 13,200,000 

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8 19,501,445 19,501,445 质押 19,501,438 

吴江市新申织造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1 18,132,057 18,132,057 质押 18,132,056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98 17,728,586 17,728,586 无   

杨永林 境内自

然人 

0.98 17,728,586 17,728,58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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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模稳步扩大，经营结构逐步优化。公司坚守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业务经营由规模驱动转为质量和价值驱动，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增长。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达到 1212.42 亿元，比年初增长 3.82%；各项存款余额 875.62 亿元，比

年初增长 5.82%；各项贷款余额 629.33 亿元，比年初增长 5.97%。 

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经营效益明显提升。公司全面实施“11448”战略，聚焦特色业务发展，

改革转型有序推进，设立 12 大利润中心和 3 大区域利润中心，确保盈利来源持续、多元，推动盈

利能力持续提升。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44 亿元，同比增长 14.78%；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0 亿元,同比增长 14.79%。 



风险管理不断加强，资产质量持续改善。公司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

石，不断优化风险管理体系，推动流程改造，完善风险管理工具和计量方法，提升风险管理的精

细化和科技化水平，推动整体资产质量进一步向好。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不良贷款率 1.26%，

比年初下降 0.05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267.02%，比年初提升 18.84 个百分点；拨贷比 3.36%，比

年初提升 0.10 个百分点。 

创新引领业务发展，服务水平有效提高。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需求驱动金融服务

创新，提升服务水平。在顶层设计上，成立全行层面的“信息科技管理与业务创新委员会”，协调

跨条线、跨职能的资源，积极鼓励并大力推动创新；在实施推动层面，立足于差异化产品定位，

针对不同行业和区域因地制宜，实行“一户一策”服务模式，推出特色产品和定制产品，优化渠

道，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新思维发展对公业务。一是在存贷汇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全面整合对公业务，发挥地方法人

银行灵活便捷高效的优势，突显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力求满足客户在生产、贸易、投资、理财

等各领域的金融及非金融需求。二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积极推动新一轮高质量

发展。如通过绿色金融、科创金融调整结构，通过交易银行、“投行+商行”的服务模式深挖客户，

主动引导对公业务由规模驱动向质量和价值驱动转型。 

大力度突破零售业务。通过科技赋能，打造更便捷、更智能、更全面的金融服务；聚焦乡村

振兴、场景化建设、渠道平台拓展，通过非金融服务赋能发展的方式，实现服务场景的线上线下

融合，优化客户体验，提升客户粘性。截至报告期末，零售贷款较年初增长 10.54%，零售营业利

润同比增长 19.02%，中高端客户数较年初增长 8.11%，高净值客户规模较年初增长 24.40%，整体

零售转型正在快速推进。 

稳步推动金融市场业务。坚持回归本源、服务主业政策导向，深化“投行+商行”模式，加速

资产流转效率，持续提升理财产品竞争力，发挥金融市场业务的在产品端、资产端的优势，为全

行其他业务提供有力支撑，拉动金融市场业务和分支行业务的协同发展。开展科创金融业务探索，

推进科创专营支行建设，打造特色服务品牌。 

匠心推动三农业务发展。跳出简单地将支持乡村振兴与加大信贷投放画等号的传统思维，着

重从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优化完善支付和服务渠道、适应及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等维度出发，深

入推进“阳光信贷”，打造“江村通”监管平台，创新“党建+乡村金融”模式，做农村智慧金融

的“建设者”，推动工作重心“向下向内”，全面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不断推动农

业升级、农村进步、农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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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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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

具列报》，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及报表披露。上述变更已经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 2018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新金

融工具会计准则规定，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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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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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