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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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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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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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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劲松 因事请假 邵乐平 

董事 殷新中 因事请假 孙志强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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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无锡转债”已进入转股期，公司将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股利 1.8元人民币（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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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银行 60090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晋 李鋆华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二街9号 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二街9号 

电话 0510-82830815 0510-82830815 

电子信箱 contact@wrcb.com.cn contact@wrcb.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概况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江苏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银监办发[2005]159 号]文批准，于



2005年 6月在江苏省无锡市注册成立，本公司成立时名称为江苏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0 日，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江苏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更名的批复》(银监复[2010]328 号)，本公司名称由“江苏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法定代表人：邵辉；注册地址及总部地

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二街 9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775435667T。成立以来，无锡农

村商业银行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服务“三农”、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市民为宗旨，紧抓

战略机遇，深化转型创新，不断做大做强做优，为地方企业发展、金融服务改善和社会进步作出

了积极贡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共设有 1 家直属营业部，3 家分行，53 家支行，

59 家分理处。发起设立了江苏铜山锡州村镇银行和泰州姜堰锡州村镇银行，投资参股了江苏淮安

农村商业银行、江苏东海农村商业银行 2 家农村商业银行。 

（二）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

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

券，从事同行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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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和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公司 2019 年度获奖情况 

荣获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颁发的“2019 年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 

荣获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颁发的“2019 年度债权融资计划优秀农商行”； 

荣获中国银联颁发的“无卡业务优秀合作单位”； 

荣获全国地方金融论坛办公室、金融时报、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颁发的“2018 年度中国地方金融

十佳农村商业银行”； 

荣获《金融电子化》杂志社颁发的“2019 年度金融科技及服务优秀创新奖-管理创新贡献奖”； 

荣获中国金融认证中心、中国电子银行联合宣传年、和讯网颁发的“2019 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大赛

创新应用银奖”； 

荣获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的“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 

荣获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总工会、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存款保险知

识竞赛团队一等奖”； 

荣获无锡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无锡市上市公司协会颁发的“优秀上市公司”； 



荣获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无锡市金融学会、无锡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颁发的“无

锡市银行系统金融公益广告作品大赛三等奖”； 

荣获中国银保监会无锡监管分局办公室颁发的“2019‘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暨‘提

升金融素养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先进单位”； 

12.荣获无锡市金融学会颁发的“2018 无锡市金融学会先进会员单位”。 

（四）行业情况说明 

2019 年是中国金融业加快开放、深化改革的一年，也是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一年。2019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增加中小金融

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金融业监管政策环境出现了重要变化，

一是对外开放节奏进一步加快，二是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三是贷款利率并轨稳步推进，四是

鼓励银行提高发展质量，五是多措并举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整体看，2019 年我国银行业实现了

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存贷款、资产负债规模保持平稳增长，经营效益稳中有升，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增强，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支持民营小微力度加大，同时资产质量保持稳健，资本管理进程

提速，为未来深化改革转型、服务实体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61,912,124 154,394,543 4.87 137,124,910 

营业收入 3,539,711 3,192,181 10.89 2,851,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49,624 1,095,517 14.07 994,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53,516 1,108,175 13.12 1,014,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649,445 10,850,483 7.36 9,253,7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05,455 -3,956,915 201.23 6,237,0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8 0.59 15.25 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9 0.52 13.46 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22 10.68 增加0.54个百分点 11.0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09,371 846,382 908,803 975,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472 340,631 315,613 289,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06,320 343,743 315,689 287,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7,974 -182,315 6,117,117 -4,147,321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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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5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15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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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0 166,330,635 9.00 0 无 0 国有

法人 

无锡市兴达尼龙有限

公司 

0 110,984,508 6.00 0 质押 72,5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无锡万新机械有限公

司 

-11,379,914 105,051,529 5.68 0 质押 52,3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 

0 77,004,934 4.17 0 无 0 国有

法人 

无锡神伟化工有限公

司 

0 39,581,224 2.14 0 质押 39,581,224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无锡市太平洋化肥有 0 21,588,383 1.17 0 质押 7,301,611 境内



限公司 非国

有法

人 

无锡市银宝印铁有限

公司 

0 21,177,094 1.15 0 质押 21,177,094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

司－华能信托·鸿源

锡诚 1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7,600,000 17,600,000 0.95 0 无 0 未知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7,000,000 17,000,000 0.92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无锡市前洲印染设备

有限公司 

0 12,169,353 0.66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无锡天马塑胶管材有

限公司 

0 12,169,353 0.66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锡市兴达尼龙有限公司与无锡神伟化工有限公司系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2019年，面对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全行上下在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

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统筹做好

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防风险、优管理等各项工作。2019年，我行成功创建“江苏省文明单

位”，继续入围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省联社评级保持 5A 级，获得北交所“2019 年度债权融

资计划优秀农商行”等荣誉称号，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迈上了新台阶。 

一是资产规模稳步增长。截至 2019 年末，全行资产总额 1619.12 亿元，比年初新增 75.18

亿元，增幅 4.87%。 

二是存贷款规模稳中有进。截至 2019 年末，全行各项存款余额 1281.96 亿元，比年初增加

123.87亿元，增幅 10.70%。各项贷款余额 849.31亿元，比年初增加 95.88亿元，增幅 12.73%。 

三是经营效率保持平稳。截至 2019 年末，实现营业收入 35.40 亿元，同比增长 10.89%；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0亿元，同比增长 14.07%。 

四是资产质量整体可控。截至 2019年末，全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 10.30亿元，不良贷款

比例 1.21%，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288.18%，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比例分别为 15.85%、

6.47%、94.10%。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江苏铜山锡州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姜堰锡州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