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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9              证券简称：张家港行             公告编号：2022-031 

转债代码：128048              转债简称：张行转债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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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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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

议。 

3、本行于 2022 年 8 月 8 日召开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12 名，实到董事 12 名，会议一致同意通过关于《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本行法定代表人季颖、行长吴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金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黄艳声明：保证

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5、本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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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请投资者关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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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半年度报告全文，本行经营中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

场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环境与政策风险等，本行已经采取各种措施有效管理和控制各类风险，具

体详见本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有关风险管理的相关内容。 

9、公司半年度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10、本半年度报告除特别注明外，均以元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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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张家港行 股票代码 00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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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飞燕 陶 鹰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 66

号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 66

号 

电话 0512-56961859 0512-56961859 

传真 0512-56968022 0512-56968022 

电子信箱 office@zrcbank.com lucia_tao@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352,536,684.35 2,224,807,488.82  5.74  2,120,224,445.18 

营业利润 704,568,112.75 619,653,953.66  13.70  504,323,745.52 

利润总额 799,232,058.55 616,583,778.56  29.62  508,882,397.76 

净利润 776,562,616.09 611,160,364.36  27.06  492,590,27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61,845,368.50 596,331,735.77  27.76  493,251,3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72,743,782.19 584,130,287.96  15.17  471,460,48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809,724.45 -2,635,475,121.70 -  4,581,617,220.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7  14.81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5 4.00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0% 5.19% 上升 0.01 个百分点 4.59% 

项  目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末 
报告期比上年末增

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177,599,176,640.57 164,578,715,094.33  7.91  143,817,651,26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14,878,090,244.69 14,417,308,001.26  3.20  11,205,111,8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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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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汇兑收益、

其他业务收入、资产处置收益和其他收益。 

     2、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变化较大，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客户存款和同

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增加较大，同时卖出回购证券款净减少额减少共同作用所致。 

3、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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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计算，在计算上述指标时已考虑了永续债付息

的影响。 

4、因报告期内本银行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述 2020 年 1-6

月期间及 2021 年 1-6 月期间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已按转增后的股本总额重新计算。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2,169,649,082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 

支付的永续债利息（元） 96,000,00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3069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63,795.73 资产处置净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25,595,609.33 央行信贷支持工具补贴等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95,160,860.49 

将对太仓农商行的股权投

资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后，

对投资时点入股成本低于

可辨认净值的差额确认营

业外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0,485.6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866,927.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4,645.89   

合计 89,101,586.31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3）补充披露指标 

监管指标 
监管 

标准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状况 

资本充足率（%） ≥10.5 13.85 14.3 13.75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1.15 11.53 10.3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9.55 9.82 10.35 

流动性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25 86.64 71.82 63.33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0.90 0.95 1.17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75 82.00 82.4 79.18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10 1.65 1.88 1.92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50 13.93 12.67 14.83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4.89 3.43 4.29 

贷款迁徙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0.84 0.65 3.53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14.10 8.88 53.91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39.01 42.88 35.08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28.15 6.04 18.36 

拨备情况 
拨备覆盖率（%） ≥150 533.31  475.35 307.83 

贷款拨备比（%） 不适用 4.83  4.49 3.61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 ≤45 30.34 31.11 31.27 

总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0.91 0.87 0.75 

净利差（%） 不适用 1.99 2.18 2.53 

净息差（%） 不适用 2.24 2.43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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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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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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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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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7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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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8% 177,394,392 - - - 

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产

经营 
国有法人 7.75% 168,103,687 - - - 

江苏国泰南园宾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58% 164,355,208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5% 74,756,017 - - -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 62,149,490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资产经

营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 57,745,224 - - - 

江苏联峰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 43,035,703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资产经

营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 36,000,000 - 质押 36,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21,742,740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资产经

营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17,482,392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江苏联峰实业有限公司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3,035,70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8%。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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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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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 

张行转债 128048 2018 年 11 月 12 日 2024 年 11 月 12 日 249,703.95 

第一年 0.40% 

第二年 0.6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末 本报告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率 91.53% 91.15% 上升 0.38 个百分点 

速动比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7,274.38 58,413.03 15.17%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贷款偿还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利息偿付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一）经营范围  

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本外币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本外币拆借；

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本外币银行卡业务；提供国内外信用证服务及本外币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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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业务发展模式 

2022年上半年，面对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的复杂形势，国家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政

策精准调节力度，全力稳住经济大盘。银行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落实助企纾困政策，进一步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 

报告期内，本行主动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大局，聚焦主责主业，践行让普惠金融触手可及的使命，

坚守支农支小、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定位，全面深化经营转型，以数字化赋能专业化，以

专业化凸显差异化，以差异化成就特色化，助推业务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本行紧密结合所在区域的经济结构特点，深耕区域经济，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

持续深化创新转型，着眼提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体验感，全面推进实施党建引领工程、增户拓面工程、

数字化转型工程、异地机构转型工程、降本增效工程、改革创新工程、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工程等年度“八

大工程”，加强数字赋能，深化金融场景应用创新，推动本异地业务协调发展，发挥公司金融，普惠金融、

金融市场、网络金融四轮驱动效应，促进业务经营稳中有进、提质增效，推动全行业务高质量发展。 

2、核心竞争力分析 

本行坚守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场定位，深耕区域经济，强化创

新驱动、数字赋能，聚焦聚力做小做散，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和水平，推动全行业务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 

拥有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团队。本行大力实施“人才兴行”战略，持续推进“精英升级”选拔项目，选

拔启用后备干部，充实和优化经营管理团队。截至 6 月末，全行中层干部平均年龄为 40 岁，近五年来下

降了 5 岁，其中 35 周岁以下占比 33%。在干部学历方面，硕士占比 15%，核心管理团队人员稳定性强、

专业能力突出、结构日益优化，为本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坚守战略定位与差异化经营。本行坚守“支农支小、做小做散”的战略定位，在面对大行普惠下沉的

大背景下，立足于普惠金融领域持续多年的深耕经验，下沉客群，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持续深化“两小双

轮竞速机制”，切实发挥“支农支小”信贷主力军作用，扎实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截至报告期末，母

公司小微企业贷款1余额 706.65 亿元、户数 4.05 万户，较年初增速分别达 10.85%、12.05%，贷款余额占各

项贷款比例 66.46%，较年初提升 0.69 个百分点。 

深耕本土与异地展业协同发展。本行坚持立足深耕本土，同步挖掘本地、异地两个市场的协同发展战

略。截至报告期末，本地存款余额突破 1,000 亿元，市场份额在张家港地区金融机构中位居首位；本地贷

款余额超 500 亿,市场份额继续稳居全市前茅。报告期内，本行推进落实异地机构战略转型，推动异地分

支机构深度融入当地经济，截至 6 月末,异地分支机构贷款余额占母公司贷款余额比例为 49.81%，随着后

续异地机构转型战略的深入推进，异地业务对全行业务发展和效益增长的贡献度将日益增大。 

创新应用场景和渠道建设能力。着力拓展智慧生态场景，与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开展智慧医疗、智慧校
                                                             
1 小微企业贷款主要为：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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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智慧停车、智慧菜场等多维度合作。完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功能，优化聚合支付服务，

建立“线上+线下”的立体化营销渠道。深化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建设，加强银政合作，将部分政府窗口

服务功能下沉至本行本地营业网点。切实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基层、扎根农村，通过开展“美美乡村”

金融特派委员派驻专项行动，将金融服务延伸至村（社区），打通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科学高效的获客和活客能力。本行已构建有高效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利用移动金融健全完善过程营

销管理平台，通过网格化营销和网络金融扩大营销触达，实现批量获客。作为张家港市民卡的合作银行，

本行发行市民卡近 130 万张，实现对港城市民的全覆盖。报告期末，本行累计发放三代社保卡占张家港市

已发总量的 92.86%。全行机构信贷客户总数达到 36.44 万户，报告期大幅增长 10.17万户，增幅高达 38.71%，

创历年之最。其中，个人贷款客户 35.46 万户，增长 9.96 万户，增幅 39.06%，个人贷款客户中个人经营性

贷款客户达 5.30 万户，信用卡客户 4.14 万户，分别增长 0.25 万户和 0.53 万户。客户群的壮大为本行业务

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公司业务特色化转型能力。加速创新发展绿色金融和科创金融，成功中标江苏永钢集团发行的全国首

单绿色碳中和科技创新公司债，落地张家港市首单苏碳融业务，截至报告期末，本行母公司绿色贷款余额

17.24 亿元，较年初增长 6.69 亿元，增幅 63.41%；科创金融贷款余额 86.36 亿元，较年初增长 8.8 亿元，

增幅 11.35%，公司业务特色化转型能力持续增强。 

全面高效的风险管理能力。本行持续强化风险管控能力，积极构建相对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

化一二道防线风险管理职责，通过体系建设、风险工具应用，丰富管理手段，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在体系

建设方面，不断优化风险管理架构，强化风险管理队伍，完善各类风险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手段；在风险工

具应用方面，以新一代核心系统、新一代信贷系统建设为契机，同步建设了风险预警系统、偏好与限额系

统、押品缓释系统等风险管理系统，提升系统化风控能力。 

3、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本行积极应对疫情反复、经济下行以及普惠金融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交互叠加的挑战，锚

定全年目标任务，坚守战略定位，聚焦增户扩面、降本增效等重点工作，经营质效稳中有进，较好地完成

了业务发展目标。 

存贷规模迈上新台阶。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存款总额为 1,332.24 亿元，较年初增长 120.94 亿元，增幅

9.98%。贷款总额为 1,092.47 亿元，较年初增长 94.3 亿元，增幅 9.45%，贷款余额迈上千亿台阶，存贷规

模保持持续稳健增长。 

“两小”竞速动能加速。本行深入推进小微金融事业部微贷和小企业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两小”

驱动战略，继微贷突破 200 亿元、5 万户后，报告期内，小企业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又突破 200 亿元、1

万户，进一步释放出“两小”竞速动能。报告期末，母公司“两小”贷款余额及户数分别较年初增加 45.66

亿元、0.88 万户，普惠金融成为助推全行业务发展的强大引擎。 

资产质量持续提升。截至报告期末，本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9.89 亿元，不良贷款率 0.90%，不良率较年

初下降 0.05 个百分点；贷款损失准备金为 52.72 亿元，拨备覆盖率 533.31%，较期初提高 57.9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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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了业务经营稳健发展的基础。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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