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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2018-018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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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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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以现场结合通讯（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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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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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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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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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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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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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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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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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2,506,809 2,468,937 1.53% 2,504,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8,450 777,926 3.92% 814,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0,658 766,598 9.66% 806,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3,820 5,809,309 -64.99% 8,648,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74 0.4779 -4.29% 0.52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74 0.4779 -4.29% 0.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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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0% 9.92% 下降 0.82 个百分点 12.13%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109,402,787 104,084,887 5.11% 90,478,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48,779 8,751,954 4.53% 7,23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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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资本状况 

资本充足率（%） ≥10.5 14.14 13.94 13.99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2.95 12.82 12.8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2.94 12.80 12.87 

流动性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25 56.56 68.52 85.98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2.39 2.41 2.17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75 70.43 71.33 73.51 

项目 2017年第一季度 2017年第二季度 2017年第三季度 2017年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50,765 622,392 602,150 731,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733 177,704 159,862 296,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74,458 177,871 143,005 345,324 

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339 634,867 2,093,261 -99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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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10 3.95 4.72 4.30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50 32.44 35.21 29.71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5.65 7.19 9.84 

贷款迁徙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3.48 19.39 16.69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42.17 35.79 25.29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99.88 13.41 61.98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10.71 22.91 16.69 

拨备情况 
拨备覆盖率(%) ≥150 192.13 170.14 169.72 

贷款拨备比(%) 不适用 4.60 4.10 3.68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 ≤45 38.29 35.96 31.59 

总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0.71 0.79 0.94 

净利差（%） 不适用 2.08 2.07 2.50 

净息差（%） 不适用 2.33 2.3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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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5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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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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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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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6% 77,023,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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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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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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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8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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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友才 7,557,705 人民币普通股 7,557,705 

姚静洁 6,131,749 人民币普通股 6,131,749 

孙正达 5,859,227 人民币普通股 5,859,227 

红岭控股有限公司 5,71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0,300 

赵桂英 5,4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5,000 

谢玉娣 4,7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38 

孙志华 4,7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38 

杨志刚 4,7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38 

周建华 4,7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38 

徐文渊 4,5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56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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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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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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债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 年，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本行全体干部员工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固本拓外、提质增效、优化结

构、风险管控、铸造文化”工作主线，成功应对了复杂多变的宏微观经济形势，经受住了市场变化、同业

竞争和风险防控的严峻考验，各项工作取得新进步、新提升、新发展，实现了新三年规划的良好开局，主

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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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传统业务稳健增长。存款规模稳步增长，信贷投放扩面增效。坚持支农支小，专注实体经济，积

极对接地方重点重大项目，深入推进“阳光信贷”，立足客户需求，促进产品创新，实现信贷投放有力有

效、有量有质。 

二是普惠金融加快发展。增强辐射能力，完成无锡分行开业、苏州分行筹备等事宜，稳步推进在苏锡

常地区的布局，对长三角经济圈的金融辐射不断增强。扩大金融覆盖，不断优化客户体验，大力拓展电子

银行业务，竭力为老百姓提供 “零距离” 、“全覆盖”服务。拓宽服务领域，在住、行、消费、健康管

理和保障服务等领域广泛开展优惠活动，提升服务质量。 

三是创新转型深入推进。切实推进经营转型，公司业务前台营销模式深化推进，资产管理实行专业化

运作，消费信贷特色化管理，切实增强业务营销力度。不断创新业务产品。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相关存款

和融资业务产品。逐步显现营收效应，加强财务分析引导，调整绩效考核指标，引导业务营销重点，有效

优化全行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全行整体营收能力。 

四是内控管理持续增强。合规案防查改并重，在强监管环境下，开展多层次的案防排查，加强合规制

度建设、合规培训考试、合规检查辅导。风险防控从严从实，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紧抓风控主体，对重点

行业和客户开展信用风险排查、企业互联互保贷款风险隐患排查、信用风险专项排查等多轮次的排摸工作，

严格执行绿色信贷政策。不良贷款加压清降，全行上下合力攻坚，不良贷款清降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 

五是队伍建设加快步伐。不断加固思想大堤，组织成立思想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部署思想建设工

作，通过狠抓思想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为我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全面加强合规建设，开展

“三讲一演一展”活动，在全行组织青年员工组成巡讲团队，开展讲故事、讲案例、讲法条“三讲”活动，

创作合规微视频宣传合规知识。有序加速人才培优，加大人才招聘力度，并认真做好队伍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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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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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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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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

会〔2017〕15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本行已据此

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具体详见《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

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32.重要会计判断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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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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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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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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