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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2020-039 

转债代码：128034               转债简称：江银转债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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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本行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召开了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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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3、本行董事长孙伟、行长宋萍、财务总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常惠娟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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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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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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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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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行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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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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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卞丹娟 周晓堂、张晶晶 

联系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 2 号汇丰大厦三楼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 2 号汇丰大厦三楼 

电话 0510-86851978 0510-86851978 

传真 0510-86850069 0510-86850069 

电子信箱 jynsyh@sina.com jynsyh@sina.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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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49,196 1,646,602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7,817 401,636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12,488 405,449 1.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5,545 5,777,249 -11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78 0.1874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06 0.1687 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3.72% 下降 0.29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3,725,522 126,343,092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41,986 11,757,457 -0.98% 

3、补充财务指标 

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20年6月末 2019年 2018年 

资本状况 

资本充足率（%） ≥10.5 13.98 15.29 15.21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2.86 14.17 14.0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2.85 14.16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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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20年6月末 2019年 2018年 

流动性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25 121.69 89.70 86.49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1.83 1.83 2.15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75 73.90 75.39 74.31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10 3.22 3.23 3.46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50 25.95 26.67 29.96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4.82 3.94 5.06 

贷款迁徙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2.15 2.27 4.78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37.68 55.94 56.99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46.96 87.98 99.87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1.59 13.16 3.82 

拨备情况 

拨备覆盖率(%) ≥150 244.33 259.13 233.71 

贷款拨备比(%) 不适用 4.47 4.61 5.03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 ≤45 28.82 31.66 32.03 

总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0.62 0.84 0.70 

净利差（%） 不适用 1.98 2.20 2.42 

净息差（%） 不适用 2.24 2.46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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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本及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2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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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 境内非国有 4.31% 93,587,941 - - 93,587,941 质押 33,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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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法人 

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 92,428,500 - - 92,428,500 质押 90,892,500 

江阴新锦南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8% 90,892,500 - - 90,892,500 - - 

江苏省华贸进出口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4% 89,842,500 -600,000 - 89,842,500 质押 89,842,500 

江阴市华发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3% 83,255,100 - - 83,255,100 冻结 83,255,100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3% 72,267,732 - - 72,267,732 质押 66,111,555 

无锡市嘉亿商贸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2% 67,834,484 - - 67,834,484 - - 

江阴市爱衣思团绒毛

纺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2% 63,485,292 -313,500 - 63,485,292 质押 35,840,000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2% 54,821,226 - - 54,821,226 质押 54,821,226 

江阴美纶纱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 43,018,500 - - 43,018,500 质押 3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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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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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 93,587,941 人民币普通股 93,587,941 

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2,428,500 人民币普通股 92,428,500 

江阴新锦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0,8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90,892,500 

江苏省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89,842,500 人民币普通股 89,842,500 

江阴市华发实业有限公司 83,255,100 人民币普通股 83,255,100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72,267,732 人民币普通股 72,267,732 

无锡市嘉亿商贸有限公司 67,834,484 人民币普通股 67,834,484 

江阴市爱衣思团绒毛纺有限公司 63,485,292 人民币普通股 63,485,292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54,821,226 人民币普通股 54,821,226 

江阴美纶纱业有限公司 43,018,5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18,5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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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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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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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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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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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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债券情况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江银转债 128034 2024 年 01 月 26 日 175,820.20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0.80% 

第四年 1.00% 

第五年 1.30% 

第六年 1.80% 

8、截至报告期末和上年末（或报告期和上年相同期间）公司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91.21% 90.60% 上升 0.6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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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国际形势变幻莫测。面对挑战，经营层在董事会领导下，团结带

领全行干部员工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业务发展，各项业务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态势，部分指标

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一、规模效益稳步双增。一是存款规模“破千过百”。上半年，我行存款总额历史性地突破千亿元，增

量过百亿元；二是信贷投放“任务过半”。加强各类平台合作，强化上下游产业链营销，建立并完善客户储

备机制，制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不断加大有效户、首贷户拓展力度，信贷投放“任务过半”。三是资负结

构持续优化。坚持“防范风险、提质蓄能”的工作思路，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同时强化创新，运用衍生

业务对冲利率风险，在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及低利率环境下维持了良好的盈利增长势头。四是降本增

效着力推进。积极应对存贷款利差持续收窄趋势，大力推进精细化管理，实施开源节流，落实成本控制，

稳步提增盈利水平。 

二、金融普惠落细落实。一是信贷投向更重普惠。坚守战略定位，聚焦支农支小，坚持做小做散，不

断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普惠口径相关指标全部达成各级监管既定目标。二是用足政策扶持小微。积极落实

再贷款政策、争取专项贷款额度。同时通过对符合免税条件的贷款设置优惠调节项，引导分支机构加大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力度。三是金融抗疫惠企惠民。开辟绿色应急金融通道，设立专项信贷资金，定制

专属产品，落实减费让利，实施征信保护，重点扶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达产。四是消保工作常

态开展。围绕各级监管要求，运用各类宣传渠道，扎实推进各类活动，助推新一轮平安金融创建工作开展。 

三、转型创新加码提速。一是有序推进网点转型。科学制定全行机构调整规划，推进城区特色支行建

设和乡区支行优化建设。二是致力发展线上贷款。充分利用“物联网动产贷”线上系统，微信公众号、小程

序及手机银行等线上平台，大力推广线上贷款。三是加快电子化、无纸化进程。通过竞赛推动、多渠道获

客、多举措活客，电子银行客户覆盖率和柜面替代率进一步提升；对企业网银进行改版升级，企业手机银

行 3.0 全新上线；100 多项柜面业务实现无纸化，覆盖 90%以上的柜面交易。四是加速发展中间业务。通过

合作公司多样化、代理产品丰富化、营销方式互动化，促进中间业务销售和收入双提升。 

四、风险管控有力有效。一是扎实推进全面风险管理。深度排查信用风险，摸清各类风险底数；强化

处置力度，着力化解存量风险；提升防控能力，有效防范增量风险；扎实推进逾欠息贷款管理考核，保障

全行稳健经营，可持续发展。二是持续推进大额压降及不良清降。严格执行“禁五控三”制度，逐步压降大

额贷款，采取多种手段化解风险和处置不良。三是合规管理常抓不懈。切实落实合规“一把手”工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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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以行长为合规风险管理员的合规管控体系；持续加强合规风险管控，有序组织各项风险检查，提高分

支机构风险防控能力；完善合规考核办法，构建合规考核新模式，健全工作机制，提升合规案防实效。 

五、内生动力持续集聚。一是构建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切实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

挥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促进各机构、各岗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二是构建科学的全员培训体系。立足全

行发展需求，制定三年培训规划及年度培训计划，搭建专业序列与职业发展体系，开发具有较强针对性的

培训项目，形成了流程化、体系化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制度。三是构建持续提升的品牌形象。启动“党建

联盟 金融共创”三年三百亿行动，大力构建“三级共建”体系和“三类网格”体系，更好发挥政银双方的组织优

势、服务优势和资源优势，密织普惠金融覆盖网，进一步扩大本土银行的竞争实力和品牌影响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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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采用了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发布的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该准则的首次

执行日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该准则的执行对本集团的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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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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