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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2017-008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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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13日召开了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以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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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3、本行董事长孙伟、行长任素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常惠娟声明：保证年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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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审计准则》对本行 2016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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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本行已在报告中详细描述存在的主要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

施，敬请参阅“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有关风险管理的相关内容。 

8、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6年末总股本 1,767,354,347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9、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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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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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行主营业务经营范围为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下列业务：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与担保；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

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结汇、售汇；资信调

查、咨询、见证业务；代客外汇买卖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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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469,411   2,504,301  -1.39% 2,362,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7,926   814,499  -4.49% 817,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6,597   806,275  -4.92% 747,4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22,012   8,648,394  65.60% 4,008,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79 0.5228 -8.59% 0.5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79 0.5228 -8.59% 0.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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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2% 12.13% -2.21% 14.12% 

项目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104,084,887   90,478,408  15.04% 83,586,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51,954   7,234,315  20.98% 6,259,715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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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规定，需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上表各比较期的每股收益、每股

净资产、每股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需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注：本行浮动收益的投资，按照会计准则于收到利息时才能确认收益，而本行资产配置基本在第四季

度收息，因此本行第四季度净利润高于前三季度平均。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3）补充财务指标 

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资本状况 

资本充足率（%） ≥10.5 14.18 13.99 13.92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3.08 12.87 12.8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3.08 12.87 12.85 

流动性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25 68.52 85.98 52.8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2.41 2.17  1.91  

项目 2016年第一季度 2016年第二季度 2016年第三季度 2016年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00,880   582,724   663,618   622,1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790   184,958   148,486   267,69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6,057   184,681   148,737   267,122  

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54,194   -1,122,280   3,977,810  8,21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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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75 71.33 73.51 76.37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10 4.72 4.30 4.18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50 35.21 29.71 29.78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7.19 9.84 7.09 

贷款迁徙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19.39 16.69 14.51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35.79 25.29 51.59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13.41 61.98 3.78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22.91 16.69 23.20 

拨备情况 
拨备覆盖率(%) ≥150 170.14 169.72 171.97 

贷款拨备比(%) 不适用 4.10 3.68 3.29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 ≤45 35.96 31.59 35.96 

总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0.79 0.94 1.07 

净利差（%） 不适用 2.07 2.50 2.67 

净息差（%） 不适用 2.34 2.77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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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9,14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42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

注 8）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

见注 8） 

不适用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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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持有有限售条 持有无限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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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增减变动

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江阴长江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6% 77,023,750 1,280,000 75,743,750 1,280,000 质押 75,743,750 

江阴新锦南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9% 75,743,750 - 75,743,750 - 质押 37,500,000 

江苏省华贸进出

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 75,368,750 - 75,368,750 - 质押 74,868,750 

江阴市长达钢铁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5% 75,112,960 - 75,112,960 - 质押 75,112,960 

江阴市华发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3% 69,379,250 - 69,379,250 - 质押 69,379,250 

江阴市爱衣思团

绒毛纺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5% 60,902,415 - 60,902,415 - 质押 56,375,000 

江阴市振宏印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1% 60,223,110 - 60,223,110 - 质押 60,111,555 

海澜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 58,019,503 - 58,019,503 - - - 

无锡市嘉亿商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0% 56,528,737 - 56,528,737 - - - 

江阴法尔胜钢铁

制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45,684,355 - 45,684,355 - 质押 4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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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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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报告期末，本行无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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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本行所处的江阴市是江苏省重要的经济区域和国内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是长江沿岸重要的港口和

制造业基地之一。本行的业务和网络主要集中于江阴市。成立以来，本行已迅速发展成为江阴市最具规模

和实力的商业银行机构之一，并在江阴市拥有丰富的业务和市场经验、深入高效的营销网络和较高的品牌

认同度。此外，本行在江苏省内的农村商业银行中规模居于前列。目前本行正积极谋求在其他地区拓展业

务的机会，未来经有权部门批准后可能会采取多种手段开展与异地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本行作为扎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服务于地方“三农”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的全国首批三家

农村商业银行之一，成立以来，凭借身处江阴、基础客户、网点渠道等重要资源聚集的区位优势，在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坚定为农民、农业、农村经济服务的方向，坚持地方银行为地方服务

的宗旨，强化自身联系“三农”的金融纽带作用，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在新农村建设中

发展壮大农商行事业，保持了快速、健康、稳定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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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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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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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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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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