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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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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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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张庆 因事请假 刘一平 

董事 邵乐平 因事请假 周卫平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无锡银行 60090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晋 李鋆华 

电话 0510-82830815 0510-82830815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二街9号 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二街9号 

电子信箱 contact@wrcb.com.cn contact@wrcb.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73,703,237 161,912,124 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1,895,002 11,649,445 2.11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817,218 2,035,659 382.26 

营业收入 1,963,580 1,655,753 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76,114 644,103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76,517 650,063 4.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68 5.89 减少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35 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30 3.3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2,2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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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9.00 166,330,635 0 无 0 

无锡市兴达尼龙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00 110,984,508 0 质押 72,500,000 

无锡万新机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53 102,218,529 0 质押 57,300,000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4.17 77,004,934 0 无 0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97 73,455,507 0 无 0 

无锡神伟化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4 39,581,224 0 质押 39,581,224 

无锡市银宝印铁有限公司 境内非 1.15 21,177,094 0 质押 21,177,094 



国有法

人 

无锡市太平洋化肥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1 18,588,383 0 质押 7,301,611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华能信托·鸿源锡诚 1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95 17,600,000 0 无 0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92 17,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锡市兴达尼龙有限公司与无锡神伟化工有限公司

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和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全行上下认真贯彻落实董

事会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经营管理各项工作，工作成效整体好于预期，呈现出业务发展稳中有进的良

好态势，主要经营指标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一）紧扣发展主线，稳增长成效显著 

一是资产规模稳步增长。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全行资产总额 1737.03 亿元，比年初新增 117.91



亿元，增幅 7.28%。二是存贷款规模稳中有进。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全行各项存款余额 1407.68

亿元，比年初增加 125.72 亿元，增幅 9.81%。各项贷款余额 942.19 亿元，比年初增加 92.88 亿元，

增幅 10.94%。三是经营效率保持平稳。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实现营业收入 19.64 亿元，同比增

长 18.5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6 亿元，同比增长 4.97%。四是资产质量整体可控。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全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 10.78 亿元，不良贷款比例 1.14%，不良贷款拨

备覆盖率 306.49%，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比例分别为 14.67%、6.11%、108.41%。五是电

子银行业务稳步推进。分阶段开展手机银行主题营销活动，投产上线锡银收款面容支付功能，互

联网金融服务覆盖面和质量稳步提升。全行电子交易替代率 97.13%，较年初提升 1.13 个百分点。 

（二）突出支农支小，强普惠更加深入 

一是坚定发展目标定位。围绕新一轮三年发展规划，调整 2020 年绩效考核办法，突出支农支

小、服务实体的定位和要求。二是全力推进普惠金融工作。年初单列信贷计划，明确普惠型涉农

及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投放规模；将普惠贷款净增额、有效户和日均余额纳入全年考核，提高普

惠贷款 FTP 考核利润，加大正向激励，引导分支机构贷款投向。三是助力抗疫支持复工复产。研

究制定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十三条指导意见，第一时间对辖内应急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名单、

复工复产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进行全方位摸排走访，认真落实好延期还本付息、无还本

续贷等服务措施。四是做好涉农贷款投放。对“惠农贷”、“省农担”等涉农专属信贷产品实施利率

优惠政策，全力支持农业经营主体稳定“菜篮子”产品生产供应；扎实做好农业农村项目银企对接

工作，大力推广“阳光幸福贷”。五是加大小微企业支持。扎实开展外贸企业金融帮扶专项行动，

成立由客户经理、行长助理以及外勤副行长组成的“金融顾问团队”。 

（三）深化融合创新，促转型多点突破 

一是着力提升存款竞争力。推出“慧存钱”定期储蓄存款产品，着力提升代发工资客户资金留

存率。二是积极创新信贷业务。推出“复工贷”纯信用低利率贷款产品，有效满足疫情下中小微企

业资金周转需求，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全行共发放“复工贷”9.49 亿元；完成与税务局的数据直连

对接工作，全新上线覆盖纳税信用 M 级小微企业的“锡税贷”信用贷款产品；结合产业性质和企业

特点，分别推出支持环保企业的“环保贷”和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知易贷”。三是加强行业合

作共谋发展。加大场景拓展力度，新增数家合作智慧医院、智慧菜场和智慧学校。积极寻求与头

部互联网电商平台开展合作，借助京东品牌及流量优势，推出“京东联名信用卡”，拓展线上发卡

渠道。四是开拓金融市场业务。举办资金业务形势及风险管控系列座谈会，成功落地全行首单 AAA

主体理财直融工具，上半年全行共承销投行业务 10 笔、金额 16.47 亿元。 

（四）坚持标本兼治，防风险有力有效 



一是持续聚焦信用风险防控。开展风险防控大排查“回头看”，进一步盘清和暴露风险底数，

建立风险资产监测台账，切实推动存量风险处置及潜在风险资产入账，有效防范和化解新增风险，

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力度。加强疫情期间信贷资产风险管控，有效掌握全行贷款受疫情影响情况。

二是健全资产风险管理体系。完成二代征信系统切换，上线贷后管理系统二期功能，启动资产保

全系统建设，进一步推进信贷资产全流程系统化管理。围绕科技、信贷两大条线，开展重点业务

制度评估工作，及时弥补制度漏洞，上半年共评估科技条线制度 69 个。三是加大风险排查力度。

在常态化开展飞行式检查的基础上，上半年对银票业务、微贷团队贷款业务和消费贷款资金流向

情况深入开展排查，对排查出的各类问题，明确整改时限，加大问责力度，进一步提升全行合规

经营意识。四是完善合规案防长效机制。修订《员工违规记分管理办法》,开展员工异常行为排查，

落实履职回避制度要求，组织全行员工如实申报需履职回避亲属关系，确保履职回避制度落实到

位。五是夯实现金风险防控基础。制定现金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步

骤，深入开展自查，进一步推动现金管理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五）着眼常态长效，优管理持续提升 

一是财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立足基层财务工作难点、痛点问题，分批开展财务精细化管

理培训，进一步重申和明确财经纪律，并结合年度绩效考核办法，通过理论指导与案例分析，详

细解读各类财务指标，引导分支机构做好降本增效工作，切实发挥财务的价值引领作用。二是网

点转型进一步加快。加大智能机具推广，试点上线存单一体机，加快推动柜面业务向线上迁移，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全行共计布放智能柜台主柜 159 台、现金副柜 100 台。开展网点转型专项培

训，加强离柜率考核，引导客户使用自助机具，解放柜面生产力，截至目前，全行累计分流 143

名柜员到营销岗位。三是科技支撑进一步增强。完成 EAST4.0 系统功能升级，有效提升 EAST 系

统上报数据质量。上线客户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整合行内各类应用系统客户信息数据，实现全行

客户统一识别。推广使用网格化营销系统，助力全行员工开展精准营销。四是人力资源进一步优

化。开展春季校园招聘有效补充行内新生力量，公开选拔新一批预备客户经理增加人才储备；成

立专职大堂经理队伍着力构建综合柜员、大堂经理、大堂副理三位一体的厅堂营销体系。五是消

保工作进一步强化。认真做好“金融广告随手拍”微信小程序试点推广工作，扎实开展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月、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等活动，不断加强金融宣传教育。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