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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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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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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 13名，实到董事 13名，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三、公司董事长季颖、行长吴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勇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黄艳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四、公司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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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6,511,416,129.31 123,044,681,891.26 1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50,415,342.08 10,668,076,062.04 2.65%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80,380,472.26 -2.32% 3,100,604,917.44 1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619,189.58 6.03% 767,870,500.01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5,753,061.56 4.20% 737,213,543.14 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860,589.67 -85.46% 5,018,477,810.3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0% 0.42 2.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8.33% 0.37 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下降 0.03 个百分点 7.11% 下降 0.1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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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957,641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519 0.4247 

 

补充披露 

单位：人民币元 

规模指标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末增减 

总资产 136,511,416,129.31 123,044,681,891.26 10.94% 

客户贷款及垫款本金 82,040,614,913.22 71,405,979,878.94 14.89% 

-个人贷款及垫款 32,649,210,341.40 25,603,485,036.14 27.52% 

-公司贷款及垫款 42,898,224,448.15 39,807,829,432.46 7.76% 

-票据贴现 6,493,180,123.67 5,994,665,410.34 8.32% 

总负债 125,450,606,515.37 112,307,263,071.95 11.70% 

吸收存款本金 104,035,055,671.99 90,798,221,024.66 14.58% 

-个人存款 52,341,376,252.96 42,906,860,617.93 21.99% 

-公司存款 51,693,679,419.03 47,891,360,406.73 7.94% 

股东权益 11,060,809,613.94 10,737,418,819.31 3.01%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 10,950,415,342.08 10,668,076,062.04 2.65% 



股本 1,807,957,641.00 1,807,563,674.0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6.06 5.90 2.71%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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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605.83 处置固定资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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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57,293.88 

上市企业所得税财政补贴、民族

贸易补贴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02,752.73 -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224,163.11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532.46 - 

合计 30,656,956.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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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披露监管指标 

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状况 

资本充足率（%） ≥10.5 14.36 15.10 15.65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0.46 11.02 11.9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0.46 11.02 11.94 

流动性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25 64.50 57.72 51.38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1.16 1.38 1.47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 78.86 78.64 75.67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10 2.46 2.83 2.14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50 17.63 16.92 17.22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7.11 4.23 5.21 

贷款迁徙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2.42 4.32 5.37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31.48 27.88 17.80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20.79 71.05 72.09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5.11 0 19.57 

拨备情况 拨备覆盖率（%） ≥150 311.92 252.14 223.85 



贷款拨备比（%） 不适用 3.63 3.47 3.29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 ≤45 29.71 31.15 35.43 

总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0.79 0.79 0.76 

净利差（%） 不适用 2.60 2.51 2.37 

净息差（%） 不适用 2.81 2.74 2.56 

 

4.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情况分析 

资本充足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035,259.62  1,012,631.27  992,590.53 983,266.36 

一级资本净额 1,035,259.62  1,012,631.27  992,590.53 983,266.36 

二级资本净额 385,478.88  382,541.35  367,379.12 365,071.29 

总资本净额 1,420,738.50  1,395,172.62  1,359,969.65 1,348,337.6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46 10.42 11.02 11.10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46 10.42 11.02 11.10 

资本充足率（%） 14.36 14.36 15.10 15.22 

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年第 1号令）计算。 

 

杠杆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一级资本净额 1,035,259.62 1,027,623.45 1,047,202.84 992,590.5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6,054,433.13 15,622,336.55 14,882,936.04 14,295,938.40 

杠杆率（%） 6.45 6.58 7.04 6.94 

注：根据 2015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令 2015 年第 1号）

计算。 

 

5.贷款五级分类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变动 

贷款和垫款金额 占比（%） 贷款和垫款金额 占比（%） 数额增减 占比（%） 

正常 7,945,074.64  96.84 6,858,704.11 96.05 1,086,370.52  0.79 

关注 163,588.44  1.99 183,674.55 2.57 -20,086.12  -0.58 



次级 77,827.56  0.95 75,263.03 1.06 2,564.53  -0.11 

可疑 17,043.76  0.21 22,020.94 0.31 -4,977.19  -0.10 

损失 527.11  0.01 935.35 0.01 -408.24  0.00 

客户贷款合计 8,204,061.49  100.00 7,140,597.99 100.00 1,063,463.50  0.00 

 

6.公司业务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目标，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和新冠疫情的不

利影响，坚定“支农支小”战略方向，落实助力“六稳”“六保”要求，深化经营转型，业务指标实现平

稳健康发展。 

一是着眼大局，结合实际，增大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监管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加大

组织资金力度，保障信贷投放增长，把“六稳”“六保”落到实处。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本行存、

贷款增长额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二是回归主业，支农支小，提升精准服务质效。积极推进业务转型，实施“两小引领”发展战略，加

大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微贷投放，至报告期末，小微金融事业部微贷和小企业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均

实现快速增长。注重优先支持民营制造业发展，持续加大生产经营性贷款投放。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推

进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建设，扩大阳光金融整村授信，打通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三是深耕市场，挖掘需求，夯实信贷发展基础。落实监管要求，深入开展“百行进万企”“苏州市金

融服务顾问”等走访营销活动，并切实加快数字化转型，健全完善线上化产品服务体系，拓宽获客渠道，

扩大金融支持覆盖面，为本行信贷业务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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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2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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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28,660 118,262,928 - - 

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75% 140,086,406 112,069,125 - - 

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64% 138,098,675 110,478,940 - -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80,706,660 - - - 



江苏联峰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 50,941,77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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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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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质押 3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8% 15,907,87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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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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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80,706,660 人民币普通股 80,706,660 

江苏联峰实业有限公司 50,941,778 人民币普通股 50,941,778 

张家港市锦丰镇资产经营公司 48,121,020 人民币普通股 48,121,020 

张家港市杨舍镇资产经营公司 47,848,254 人民币普通股 47,848,254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29,565,732 人民币普通股 29,565,732 

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8,017,281 人民币普通股 28,017,281 

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7,619,735 人民币普通股 27,619,73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907,871 人民币普通股 15,907,871 

张家港市金港镇资产经营公司 14,568,660 人民币普通股 14,568,660 

张家港市塘桥镇资产经营公司 14,568,660 人民币普通股 14,568,6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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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41,7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是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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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746,191,919.22 2,315,697,378.49 61.77%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加交易性金融

资产，增加资产包含债券和基金投资。 

在建工程 76,309,803.98 6,991,187.68 991.51% 
在建工程的增加主要为我行基建工程

建设导致。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存放款项 
428,543,488.54 903,055,592.99 -52.55% 根据市场行情，减少同业负债的融入。 

拆入资金 1,289,382,819.58 891,494,471.59 44.63% 
拆入资金增加主要原因系政策性转贷

资金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499,742,169.71 31,316,108.48 1495.80% 

本期末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的主要原

因系本行基于市场的行情开展此项业

务。 

其他综合收益 147,684,650.16 368,236,439.64 -59.89%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主要原因系一方面

出售其他债券投资，实现投资买卖价

差；另一方面由于利率上行，债券的

价格下跌引起的其他综合收益的减

少。 

少数股东权益 110,394,271.86 69,342,757.27 59.20% 

少数股东权益增加主要原因系今年子

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少数股东增加投

资所致。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17,792,102.14 90,460,255.61 30.21% 

手续费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

系电子银行业务手续费收入增加所

致。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15,937,038.42 87,958,725.45 31.81% 

手续费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

系本行开展网络金融服务，业务量增

长导致的手续费支出的增加。 

其他收益 24,957,293.88 16,697,440.00 49.47% 
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

收到普惠金融补贴导致。 

汇兑收益 16,492,377.33 10,925,235.13 50.96% 汇兑收益主要系汇率波动引起的。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878,802.38 -38,029,981.28 60.8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系交易性金融

资产的估值变动。 

其他业务收入 2,987,544.34 5,539,130.65 -46.06% 

其他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主要原

因系疫情期间本行积极响应监管政

策，主动减免租户租金等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1,053,400.92 26,535,165.81 -58.34% 

资产处置收益下降较大主要系处置的

固定资产、抵债资产取得的收益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加：营业外收入 10,891,878.38 2,191,219.66 397.07% 
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

系其他营业外收入的增加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6,005,920.74 1,595,319.29 276.47% 
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

系其他营业外支出的增加所致。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18,477,810.39  -4,463,404,068.36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

加，主要原因系各项经营活动流入、

流出变动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63,272,849.99  4,949,799,440.84  -174.01%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

降，主要原因系各项投资活动流入、

流出变动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58,459,592.96  -264,281,920.27  -489.70%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

降，主要原因系筹资活动流入、流出

变动导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所持金融债券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名称 票面金额 利率（%） 到期日期 

债券1 80,000,000 3.42 2024-07-02 

债券2 10,000,000 3.09 2030-06-18 

债券3 400,000,000 3.37 2022-06-03 

债券4 40,000,000 3.24 2024-08-14 

债券5 590,000,000 3.23 2025-01-10 

债券6 130,000,000 3.05 2026-08-25 

债券7 50,000,000 3.76 2021-12-14 

 



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本期计提的减

值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期末数 

1.交易性金融资产 2,315,697,378.49 -14,689,951.76 -  - 201,963,121,147.49 200,517,936,655.00 3,746,191,919.22 

2.衍生金融资产 - -  -  - 38,949,185.55 -  38,949,185.55 

3.其他债权投资 17,613,790,583.79 -  -320,980,843.54 - 29,289,512,393.31 29,486,903,551.10 17,095,418,582.46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29,198,676.61 -  8,313,701.90 - -  -  337,512,378.51 

金融资产小计 20,258,686,638.89 -14,689,951.76 -312,667,141.64 - 231,291,582,726.35 230,004,840,206.10 21,218,072,065.74 

金融负债 31,316,108.48 274,468.44 -  - 3,035,056,881.21 2,566,905,288.42 499,742,169.71 

注：上表不存在必然的勾稽关系。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正常业务范围之外的委托理财事项。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0 年 01 月 15 日 张家港行 现场调研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及小微金融

业务方面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2 月 12 日 电话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及关于疫情

的影响和应对举措方面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2 月 13 日 电话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及关于疫

情的影响和应对举措方

面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2 月 18 日 电话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及关于疫

情的影响和应对举措方

面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2 月 20 日 电话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业务特色、经营情况

及疫情应对举措方面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12 日 电话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30 日 电话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已披露的 2019 年年

报、2020 年一季报相关

内容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5 月 27 日 电话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6 月 11 日 电话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7 月 02 日 电话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7 月 09 日 张家港行 现场调研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8 月 26 日 电话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半年度业绩等情况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9 月 14 日 张家港行 现场调研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季颖 

2020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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