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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2018-047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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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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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以现场结合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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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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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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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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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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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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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088 1,174,780 1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7,500 352,437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01,985 352,329 1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46,195 802,111 -99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79 0.1994 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60 0.1994 -1.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4.04% 下降 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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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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92,850 109,402,787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00,006 9,148,779 7.12%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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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补充财务指标 

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 2016年 

资本状况 

资本充足率（%） ≥10.5 15.52 14.14 13.94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3.62 12.95 12.8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3.61 12.94 12.80 

流动性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25 60.70 56.56 68.52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2.29 2.39 2.41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75 74.77 70.43 71.33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10 3.53 3.95 4.72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50 31.87 32.44 35.21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4.83 5.65 7.19 

贷款迁徙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1.95 3.48 19.39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17.13 42.17 35.79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71.18 99.88 13.41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5.38 10.71 22.91 

拨备情况 
拨备覆盖率(%) ≥150 206.48  192.13 170.14 

贷款拨备比(%) 不适用 4.73  4.60 4.10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 ≤45 32.51  38.29 35.96 

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不适用 0.59  0.71 0.79 

净利差（%）（年化） 不适用 2.08  2.08 2.07 

净息差（%）（年化） 不适用 2.34  2.33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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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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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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本及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6,1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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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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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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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8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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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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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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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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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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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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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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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比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率 91.02% 91.45% -0.43% 

速动比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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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8 年上半年，全行坚持“拓市场增份额、提质效优发展、促转型创品牌”工作主线，以高质量发展

为第一要务，有序推进年度各项重点工作，扎实开展“跨进新时代 誓夺开门红”、“谋转型 促发展”等专

项竞赛活动，各项业务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一是经营指标持续优化。6 月末，全行存贷款规模保持稳定增长，信贷投放成效明显，信贷增量 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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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净息差 2.34%，较年初下降 0.01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成本收入比较年初下降 5.78 个

百分点，债券投资收益率较年初上升 0.37 个百分点。 

二是电子银行应用深化。至 6 月末，全行个人网上银行新增有效户 828 户、总量达 4.3 万户，交易总

量 285.6 亿元；手机银行新增有效户 5.5 万户、总量达 21.9 万户，交易总量 160.6 亿元；收银宝新增有效户

1041 户、总量达 1.5 万户，交易总量 36 亿元；快捷支付新增有效户 7.1 万户、总量 52.5 万户，交易总量 66.9

亿元；当期柜面替代率为 90.97%，电子银行客户覆盖率 81.29%。 

三是“一体三翼”战略成效显现。上半年，3 家分行发展态势良好，6 月末分行总存款规模达 53.7 亿

元；其中，常州分行存贷款规模突破 30 亿元，无锡分行小微信贷创新引领，小微业务拓展成效明显，苏

州分行 4 月份开业后迅速融入地方发展，全行“一体三翼”战略成效显现。 

四是资本市场再融资取得成功。1 月份，圆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 亿元，这是继上市以来在资本市

场完成的首次再融资，进一步补充了核心一级资本，提高了资本充足率水平，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五是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上半年，我行主体信用评级 AA+；在全球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公布的 2018

年全球 1000 强银行榜单中，我行排名 601 位，五年递进 88 名，社会公信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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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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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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