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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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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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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月 16日召开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 13名，实到董事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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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本行法定代表人季颖、行长杨满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勇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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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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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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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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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zhp3655@sina.com lucia_tao@s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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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803,389,713.30 1,434,592,071.34 25.71% 

营业利润 503,614,924.43 424,119,729.59 18.74% 

利润总额 503,279,970.35 425,672,806.62 18.23% 

净利润 481,351,435.39 412,516,447.49 1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73,582,437.64 411,559,635.09 1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4,946,067.57 410,504,762.11 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7,339,942.08 -4,839,447,150.21 -54.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3 1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9% 4.86% 下降 0.17 个百分点 

项  目 2019 年 6 月末 2018 年度 报告期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 121,891,087,168.75 113,446,248,280.41 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10,042,605,188.35 9,917,773,883.4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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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比例较大，主要原因系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

资产净增加额增加导致现金流出增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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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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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558,01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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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12,630.81  资产处置净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100,940.00  

上市企业所得税补贴、民族

贸易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4,954.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319,654.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22,592.48   

合计 28,636,370.07  -- 

对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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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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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补充财务指标 

监管指标 
监管 

标准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状况 

资本充足率（%） ≥10.5  14.44 15.65 12.93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0.91 11.94 11.8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0.91 11.94 11.82 

流动性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25 63.97 51.38 37.60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1.43 1.47 1.78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75 74.37 75.67 69.62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10 2.38 2.14 2.3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50 16.75 17.22 21.88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5.01 5.21 7.43 

贷款迁徙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2.14 5.37 11.09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18.57 17.80 17.83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0.06 72.09 25.41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0.25 19.57 60.44 

拨备情况 拨备覆盖率（%） ≥150 232.62 223.85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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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拨备比（%） 不适用 3.33 3.29 3.3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 ≤45 31.45 35.43 36.33 

总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0.82 0.76 0.78 

净利差（%） 不适用 2.62 2.37 2.12 

净息差（%） 不适用 2.85 2.56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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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3.总资产收益率=税后利润÷平均总资产×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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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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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95,1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不适用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有的

普通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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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28,660 - 147,828,660 0 - - 

张家港市直属公

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75% 140,086,406 - 140,086,406 0 - - 

江苏国泰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64% 138,098,675 - 138,098,675 0 - - 

华芳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80,706,660 - 80,706,660 0 质押 79,719,800 

江苏联峰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2% 69,017,478 - 69,017,478 0 - - 

张家港市锦丰镇

资产经营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 48,121,020  48,121,020 0 - - 

张家港市杨舍镇

资产经营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 47,848,254  47,848,254 0 质押 30,000,000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一

户 

国有法人 1.00% 18,076,000  18,076,000 0 - - 

张家港市工业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7% 17,523,554  17,523,554 0 - - 

张家港市金港镇

资产经营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14,568,660  14,568,660 0 - - 

张家港市塘桥镇

资产经营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14,568,660  14,568,660 0 - -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

成为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的情况（如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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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参见注 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法人股东张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0,84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42,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373,150 人民币普通股 6,373,1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5,025,900 人民币普通股 5,025,900 

万金泉 3,317,200 人民币普通股 3,317,20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一五零一组合 
3,284,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84,900 

平安养老保险－工商银行－平安养

老－平安人寿委托投资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2,929,663 人民币普通股 2,929,663 

李兴华 2,78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5,500 

李培平 2,080,367 人民币普通股 2,080,36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

聚潮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5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8,100 

李泳仪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东和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参见注 4） 

李兴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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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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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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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7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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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 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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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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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9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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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付息一次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

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报告期内，“张行转债”发行尚未满一年，未发生付息情况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者

选择权条款、可交换条款等特

殊条款的，报告期内相关条款

的执行情况（如适用） 

张行转债自 2019 年 5 月 16 日起进入转股期。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剩余 24,998,164 张，累计转股 30,333 股。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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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8% 91.18% 上升 0.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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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始终坚守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差异化市场定位，紧密结合张家

港本地及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以突出支持现代农业和小微企业为着力点，加大乡村振兴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中国农村金融先行者”的作用，在经济浪潮中谋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连续 10 年入选英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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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杂志发布的全球最大商业银行 1000 强，2019 年最新排名 619 位，较去年上升 33 位。 报告期内 ，

公司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至 6 月末，全行资产总额 1,218.91 亿元，较年初增长 84.45 亿元、增幅 7.44%。

存贷业务进一步攀升。至 6 月末，各项存款余额 886.14 亿元，较年初增加 91.11 亿元，增幅 11.46%，在张

家港区域存款总量及增量排名全市首位；各项贷款余额 659.06 亿元，较去年增加 57.46 亿元，增幅 9.55%。

经营利润进一步增长。至 6 月末，营业收入 18.03 亿元，同比增幅 25.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4.74 亿元，同比增幅 15.07%。 

资产质量进一步提升。报告期末，不良贷款率 1.43%，较年初下降 0.04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232.62%，

较年初上升 8.77 个百分点；资产质量稳步提升，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 

 公司在服务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制度安排、执行情况和政策效果： 

在经济持续下行新常态和金融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新环境下，公司把支持民营经济和制造

业发展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切入点，作为经营转型的着力点，作为推动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明确专

业、专注的经营方向，探索一条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转型发展之路。 

提高政治站位，调整经营理念。公司积极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监管部门关于坚守定

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的要求，积极履行地方法人银行的社会责任，回归本源，专注专业，不断满

足实体经济结构性、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 

把握发展大势，锁定转型主线。近年来，我市金融主体逐年增多，同业竞争呈现饱和状态；同时，监

管部门对银行业回归本源的要求日趋严格。公司认为，推动业务转型既是监管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内在

需要，必须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主动求变。从张家港市来看，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制造业高度发达，已

成为国内现代制造业的集聚地，这为我行实施错位竞争和经营转型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因此，公司坚

守“支农支小”和“做小做散”的战略定位，把服务制造业发展作为业务经营的关键，做到精准发力，为

民营经济和制造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源头活水，并不断提升地方银行的竞争比较优势。 

加大资源倾斜，强化落地执行。公司立足支持实体经济发展，2019年上半年，出台了《张家港农村商

业银行关于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指导意见》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工作方案》，制

定信贷投放政策，做到“七个优先”，优先支持民营小微企业；优先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

优先支持经营、现金流呈一定增长，盈利能力相对稳定的科创型企业；优先支持经营稳健、现金流稳定的

优质成长型企业；优先支持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企业；优先支持弱周期性行业的企业；优先支持

优势产业核心企业的上下游企业。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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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会计政策变更 

（1）本行采用了财政部于2017年3月发布的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计量》、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9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以下简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该准则的首次执行日为 2019 年1月1日。该变

化构成了会计政策变更，且相关金额的调整已经确认在财务报表中。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过渡要求，本行选择不对比较期间信息进行重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于首次

执行日的账面价值调整计入当期的期初未分配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基于以上处理，针对《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在根 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修订后的要求，本行仅对当期信息作出相关披露。

比较期间的附注仍与以前年度披露的信息保持一致。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也导致本行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分类和计量，以及金融资产减值的相关

会计政策发生了变化。此外，新金融工具准则还导致其他与金融工具相关的准则被大幅修订。   

本行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披露如下。当期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具体会计政策详见《江苏张家港农

村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一章 财务报告”中的“二、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36.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2）财政部于2018年12月26日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36号），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做了修订和规范。本

行从2019年1月1日开始的会计年度起启用修订后的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本行无需重述前

期可比数据。 

②、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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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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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