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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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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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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48,171,185.00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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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银行 60112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惠春 惠彦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 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

电话 0512-52909021 0512-52909021

电子信箱 601128@csrcbank.com 601128@csrcbank.com

2�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经营范围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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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承兑和贴现；办理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

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从事同业拆借；提

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

现；结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及见证业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2.2�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坚守服务“三农两小” 市场定位，实施零售银行、公司银行、金融市场、

村镇银行四轮驱动。 立足多渠道、低成本，统筹推进负债业务持续发展，立足拓客户、打基

础，统筹推进资产业务稳健发展，立足抓重点、促全面，统筹风控合规护航发展，立足促转

型、提效能，统筹改革创新引领发展，立足抓改革、强支撑，统筹管理服务驱动发展。 零售银

行业务主要包括储蓄存款、小微贷款、信用卡业务、电子银行等。 公司银行业务主要包括企

业存贷款业务、三农金融业务、国际金融业务等。 金融市场业务主要包括同业业务、资金业

务、投行业务、资产管理等。 村镇银行业务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国内结算、同业拆

借、银行卡业务等。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规模指标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84,839,468 166,704,473 10.88 145,824,683

负债总额 166,940,220 153,168,543 8.99 134,715,996

股东权益 17,899,248 13,535,930 32.24 11,108,687

存款总额 134,702,125 113,100,856 19.10 99,004,967

其中：企业活期存款 30,822,614 29,678,783 3.85 27,868,290

企业定期存款 15,951,801 14,632,091 9.02 13,174,382

储蓄活期存款 19,838,151 14,969,566 32.52 13,954,900

储蓄定期存款 59,780,306 47,237,689 26.55 38,288,709

其他存款 8,309,253 6,582,727 26.23 5,718,686

贷款总额 109,944,416 92,795,352 18.48 77,811,115

其中：企业贷款 44,769,482 39,638,795 12.94 36,056,522

个人贷款 59,141,968 47,344,627 24.92 37,163,728

其中：个人经营性贷款 38,057,522 30,429,443 25.07 20,907,288

个人消费性贷款 10,920,378 9,227,091 18.35 9,465,148

住房抵押 8,220,324 5,704,169 44.11 4,973,543

信用卡 1,943,744 1,983,924 -2.03 1,817,749

票据贴现 6,032,966 5,811,930 3.80 4,590,865

贷款损失准备 5,086,259 4,068,699 25.01 2,892,244

资本净额 20,948,266 19,009,311 10.20 14,083,924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7,249,983 13,188,546 30.80 10,723,112

其他一级资本净额 74,806 53,921 38.73 42,788

二级资本净额 3,623,477 5,766,844 -37.17 3,318,024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138,687,727 125,742,905 10.29 108,554,373

经营业绩 2019年 2018年 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6,445,045 5,823,617 10.67 4,996,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5,255 1,485,964 20.14 1,264,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783,745 1,487,048 19.95 1,251,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66,192 1,445,345 665.64 -6,695,396

财务指标（%）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2 12.62 12.52

总资产收益率 1.08 1.01 0.96

净利差 3.22 3.27 3.10

净息差 3.41 3.39 3.26

资本充足率 15.10 15.12 12.97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49 10.53 9.9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44 10.49 9.88

不良资产率 0.59 0.56 0.62

不良贷款率 0.96 0.99 1.14

流动性比例 43.67 54.21 43.09

存贷比 81.62 82.05 78.59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率 0.78 0.95 1.09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7.04 8.04 10.37

拨备覆盖率 481.28 445.02 325.93

拨贷比 4.63 4.38 3.72

成本收入比 38.24 36.53 37.14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

第二季度

（4-6月）

第三季度

（7-9月）

第四季度

（10-12月）

营业收入 1,537,466 1,583,866 1,666,149 1,657,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6,730 407,733 516,271 414,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447,619 409,406 516,438 410,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57,124 3,299,083 -998,845 3,108,830

4�普通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16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379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850,868 246,896,692 9.01 0 无 国有法人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3,049,826 84,431,888 3.08 0 无 国有法人

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76,695,845 2.80 0 无 国有法人

常熟市苏华集团有限公司 -27,405,849 51,554,151 1.88 0 质押 32,539,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49,452,151 49,452,151 1.80 0 无 境内法人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240,000 42,062,933 1.53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152,453 37,929,085 1.38 0 无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23,405,553 35,549,404 1.30 0 无 境内法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组合 34,367,660 34,367,660 1.25 0 无 境内法人

江苏隆力奇集团有限公司 -29,069,717 29,846,000 1.09 0 质押 21,426,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常熟发投由常熟国资办全资控股，江南商贸由常熟国资办直接持有85.26%、间接

持有11.30%的股份，合计持有96.56%的股份。《公司法》规定，国家控股的企业

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常熟国资办于2019年3月29日函

告我行，常熟发投与江南商贸仅同为常熟国资办控股的国有企业，二者不存在关

联关系，在本行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权方面，不存在达成一致行动协议或其他

形式的约定或安排之情形。综上，常熟发投与江南商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组合同属于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本行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45亿元，同比增6.21亿元，增幅

10.6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5亿元，同比增2.99亿元，增幅20.14%。 总资

产收益率1.0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1.52%。

规模增长再创新高。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848.39亿元，较上年末增181.35亿元，增幅

10.88%。总贷款1,099.44亿元，较上年末增171.49亿元，增幅18.48%。总存款1,347.02亿元，

较上年末增216.01亿元，增幅19.10%。

资产结构更显特色。 信贷资源聚焦“支农支小”领域，服务实体经济，支持乡村振兴。 报

告期末，民营企业贷款、实体经济贷款和制造业贷款增量占比均超80%，贷款总额与资产总

额之比为59.48%，个人贷款与个人经营性贷款占总贷款之比分别为53.79%和34.62%。

区域发展加速推进。分支机构布设稳步推进，网点总数达164家，其中异地网点56家。在

海南海口成立全国首家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 集约管理全国范围内30家兴福系村镇银行。

截至报告期末，常熟以外地区总存款399.09亿元，占公司总存款的29.63%，报告期增量占比

达52.05%。 常熟以外地区总贷款626.54亿元，占公司总贷款的56.99%，报告期增量占比达

85.99%。

2�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分析

市场定位清晰，打造支农支小主力银行。 公司践行“普惠金融、责任银行”的企业使命，

坚持支农支小市场定位，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民营小微企业和乡村振兴领域，坚持走差异

化、特色化发展道路。 公司超六成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超七成投向涉农领域，近

八成服务于实体经济。

深化零售转型，打造小微金融专营银行。 持续优化完善小微金融服务，在策略上，坚持

做传统银行不愿做、不能做的小微客户，保持技术优势，坚持定位、下沉客群。 在产品上，回

归小微IPC技术核心，做经营性信用保证类贷款。 在效率上，放款平均用时仅1-2天。 通过差

异化定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金融科技与人力投入相结合，以标准化技术、标准化流程，做

非标准业务，打造小微金融专营银行、小微服务标杆银行。

复制小微技术，打造专注普惠区域银行。 公司在深耕常熟本土市场的基础上，成功将小

微服务技术复制推广至异地分支机构和村镇银行，向更大范围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支持乡

村振兴战略。 报告期末，公司有异地分行7家、异地县域支行26家。 报告期内，公司发起设立

的全国首家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兴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南海口开业， 对湖

北、江苏、河南、云南4省30家村镇银行实施集约化管理。

强化风险管控，护航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公司奉行稳健的风险偏好，按照“创新、稳健、

合规”的原则，努力实现股东价值的持续增长，实现风险收益最大化。一是持续完善风险、内

控管理架构，明确风险、内控管理职责分工，持续落实内控“三道防线”体系。 二是积极应对

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形势变化，加强信贷资产质量管理，高度关注重点领域风险，持续强化

预警管理与风险监测，着力压降不良瑕疵贷款，不断优化信贷资产结构。 三是通过限额管

理、压力测试有效监测市场风险水平，根据市场利率变动情况，调整交易策略，有效控制市

场风险。 四是实行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定期对流动性风险限额进行监控，合理配置

资产负债，确保流动性安全。

推进改革创新，强化金融科技引领支撑。报告期内，公司信息科技投入2.20亿元，同比增

长65.41%，占当年营业收入的3.41%，同比提高1.13个百分点；完成科技研发项目131个，同

比增长24.04%。 持续深化业务与科技融合，成立AI、区块链、API� Bank等创新工作室，全面

推进价值驱动的敏捷研发转型。 超三成的科技人员与业务部门组成跨职能团队，切实提升

项目交付质量和效率。 以“科技即业务、科技引领业务”为发展目标，坚持“项目化、市场化、

公司化”发展方向，以“体制、机制、能力、团队、文化”为抓手，打造科技奋斗文化，化干事为

干事业，加强科技创新研发，金融科技总部搬迁至苏州2.5产业园。加强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

保护，印章管理系统获得技术发明专利，对公手机银行等18项产品获得软件著作权。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变化情况

2019年7月5日， 本行收到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兴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

复》（银保监复〔2019〕665号），同意兴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福村镇” ）

开业，兴福村镇于2019年7月18日取得营业执照，并于9月19日正式开业。本次发起设立兴福

村镇，持股比例为90%，本行采取股权出资和货币出资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股权系本行持有

的30家村镇银行的股权。 股权出资完成后，本行不再直接持有相关村镇银行的股权，通过兴

福村镇间接持有相关村镇银行的股权。 本期将兴福村镇纳入合并范围，除此之外无其他合

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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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2日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20年4月10日发出。 会议由宋建明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

事15人，实到董事15人，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

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常熟银行2019年年度报告》和

《常熟银行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常熟银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

告》。

四、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常熟银行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公告》（2020-006）。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2020年度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部分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赵海慧、孟施何、杨玉光、王春华、朱勤保、季俊

华、戴叙明、徐惠春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常熟银行关于部分关联方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2020-005）。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同意议案内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2020年度风险偏好陈述书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2020年度监管指标分层预警方案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修订《风险管理政策》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2019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拟定的2019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2020年度单位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预算方案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常熟银行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十五、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常熟银行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

告》。

十六、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董事会拟定的 《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

划》。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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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关联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4月22日， 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关联方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影响

该事项对本行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方介绍

（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新组建于1987年4月1日， 是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

行。 截至2019年12月末，该行总资产99,056.00亿元，所有者权益8,009.12亿元，存款总额

60,050.70亿元， 贷款总额53,042.75亿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324.72亿元， 净利润

780.62亿元。

（二）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28日，注册资本78.83亿元，为国有独资企

业。 主要经营范围为：交通能源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开发建设、市场配套服务等。

截至2019年9月末，公司总资产255.27亿元，资产负债率63.53%。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7.00亿元，净利润0.41亿元。

（三）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7年8月25日，注册资本106,779万元，为国

资控股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针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

器材、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销售等。 截至2019年9月末，

公司总资产44.57亿元，资产负债率38.58%。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25亿元，净利润

0.08亿元。

（四）常熟银羊电子有限公司

常熟银羊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2日， 注册资本523.9万美元， 主要经营范围

为：高清晰度彩电用回扫变压器以及各类电感元件。 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9,568

万元，资产负债率52.8%。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268万元，净利润211万元。

（五）常熟市银洋陶瓷器件有限公司

常熟市银洋陶瓷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4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主要经营范

围为：各类机械、电子用陶瓷元器件生产、销售。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5,731万元，

资产负债率3.59%。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850万元，净利润320万元。

（六）苏州银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银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25日，注册资本6,000万元，主要经营

范围为：生产、研发和销售供车辆和船舶内外饰使用的新型环保高分子材料、吸音隔热材

料、建筑环保材料和非织造产品。 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8,326万元，资产负债率

32.11%。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026万元，净利润328万元。

（七）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9月20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主营经营范

围为：家用电器、冷冻设备、制冷设备、压缩机、换热设备、机床设备、电子产品、电动机及配

件、电动车辆等。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111,916万元，资产负债率56.21%。2019年

实现营业收入40,817万元，净利润159万元。

（八）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成立于1981年3月3日，注册资本38,130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为：研发、制造和销售中高压配电开关及控制设备、低压配电开关及控制设

备、专用低压电器、电器传动自动化电器设备、电力控制或配电用电力板、盘、控制台、控制

柜、电力集成电路、继电器等。 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293,747.97万元，资产负债率

31.46%。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18,729.78万元，净利润68,015.75万元。

（九）江苏良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良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13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

为：针纺织品、纺织品、工艺绣品、床上用品纺织加工、销售。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

38,926万元，资产负债率76.46%。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127万元，净利润3,609万元。

（十）常熟市良基进出口有限公司

常熟市良基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3月30日，注册资本5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

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5,654万

元，资产负债率80%。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5,680万元，净利润72万元。

（十一）常熟市常吉纺织有限公司

常熟市常吉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11日，注册资本5,2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

为：腈纶化纤、腈纶毛条、腈纶产品制造、加工、销售。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19,629

万元，资产负债率70.77%。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3,765万元，净利润-352万元。

（十二）常熟良基毛纺织有限公司

常熟良基毛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月21日，注册资本58.3万美元，主要经营范围

为：生产销售绒线、经编纬编布、服装装饰面料、羊毛衫等。 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

696万元，资产负债率34.41%。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553万，净利润-307万元。

（十三）常熟市新星毛纺织厂

常熟市新星毛纺织厂成立于1992年8月25日，注册资本6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以羊

毛、化纤为原料的针织绒、毛织品、毛条纺织加工以及普通商标织带。截至2019年12月末，公

司总资产4,779.92万元，资产负债率0.69%。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74万元，净利润-57万

元。

（十四）江苏顺业纺织有限公司

江苏顺业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18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

纺织品、工艺绣品、床上用品生产、销售，针纺织原辅材料销售等。 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

总资产31,754万元，资产负债率79.15%。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6,840万元，净利润446万

元。

（十五）常熟市苏华集团有限公司

常熟市苏华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03月27日，注册资本25,260万元，主要经营范

围为：投资及投资管理；针纺织制品、无纺制品、服装及辅料、包装材料制造、加工、销售；羊

毛、化纤原料、棉纱、建材、钢材、五金交电、装璜装饰材料、日用杂品批发、零售。 截至2019年

11月末，公司总资产290,308万元，资产负债率13.88%。 2019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135,

680万元，净利润9,005万元。

（十六）常熟虞山饭店有限公司

常熟虞山饭店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01月05日，注册资本6,58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

为：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住宿服务；理发、美容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 截至2019年11月末，

公司总资产82,434万元，资产负债率41.90%。 2019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9,304万元，净

利润3,117万元。

（十七）常熟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常熟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31日，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主要经

营范围为：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建设、资产租赁；固体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理项目投资运营服

务。截至2019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375,627.68万元，资产负债率62.16%。 2019年实现营业

收入17,966.12万元，净利润6,746.49万元。

（十八）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3日，注册资本6.91亿元。 截

至2019年12月末，该行总资产215.80亿元，所有者权益16.35亿元，存款总额175.33亿元，贷

款总额123.33亿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7.10亿元，净利润0.60亿元。

（十九）江苏宝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宝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23日，注册资本2.70亿元。 截

至2019年12月末，该行总资产188.78亿元，所有者权益14.88亿元，存款总额165.85亿元，贷

款总额111.70亿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0.11亿元，净利润2.20亿元。

（二十）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8日，注册资本8.78亿元。 截至

2019年12月末，该行总资产453.28亿元，所有者权益44.32亿元，存款总额382.23亿元，贷款

总额241.29亿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2.99亿元，净利润4.21亿元。

(二十一)关联自然人

按照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行将15名董事、6名监事、7名非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2名离任未满12个月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共260人，

认定为我行关联自然人。

二、2020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一）贷款/债权投资类关联交易

2019年度，我行与关联方发生的贷款/债权投资类关联交易均在年初预计额度内。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关联方名称 2019年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10亿元， 年末

贷款余额为0，债权投资余额1.03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债权投资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

过10亿元。

2

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3亿元，年末贷

款余额为0。

流动资金贷款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3亿元。

3 常熟银羊电子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0.7亿元， 年末

贷款余额0.20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预计

额度不超过0.7亿元。

4 常熟市银洋陶瓷器件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0.3亿元， 年末

贷款余额为0。

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

票贴现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0.3亿元。

5 苏州银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0.1亿元， 年末

贷款余额为0。

开立全额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

0.2亿元。

6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2亿元，年末贷

款余额0.80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

票贴现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2亿元。

7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

开关厂）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5亿元，年末贷

款余额为0。

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

票贴现等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5亿元。

8 江苏良基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2.8亿元， 年末

贷款余额0.30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

额度不超过2.5亿元。

9 常熟市良基进出口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1.6亿元， 年末

贷款余额为0.30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

额度不超过1亿元。

10 常熟市常吉纺织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1.5亿元， 年末

贷款余额0.46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

额度不超过1.5亿元。

11 常熟良基毛纺织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0.095亿元，年

末贷款余额为0。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

额度不超过0.05亿元。

12 常熟市新星毛纺织厂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0.05亿元，年末

贷款余额为0。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

额度不超过0.05亿元。

13 江苏顺业纺织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1.1亿元， 年末

贷款余额0.34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

额度不超过1.1亿元。

14 常熟市苏华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0.5亿元， 年末

贷款余额为0。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

额度不超过0.5亿元。

15 常熟虞山饭店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1.096亿元，年

末贷款余额1.096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

额度不超过1.9亿元。

16 常熟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1亿元，年末贷

款余额0.48亿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预计

额度不超过2亿元。

17 关联自然人

2019年度单户预计额度0.05亿元，预计总额

度0.5亿元，年末贷款余额合计0.02亿元。

个人贷款、信用卡透支等业务，单户预计额度不

超过0.05亿元，预计总额度不超过0.5亿元。

合计 32.3亿元

注：上述2019年末贷款和债权投资余额含应计利息，日常关联交易可以滚动发生，任一

时点的余额不超过上述预计额度。

（二）同业往来/中间业务类日常关联交易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关联方名称 2019年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年末存放同业款项余额0.77亿

元， 购买交通银行发行的同业存

单余额1亿元。

存放同业、同业存放、拆出资金、拆入资金、购买同业存单、买

入返售、卖出回购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24亿元。

2

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年末存放同业款项余额3000元，

同业存放款项余额0.47亿元，拆

出资金0.35亿元。

理财代销等中间业务、存放同业、同业存放、拆出资金、拆入

资金、买入返售、卖出回购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3亿元。

3

江苏宝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年末无同业用信余额。

存放同业、同业存放、拆出资金、拆入资金、买入返售、卖出回

购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3亿元。

4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年末无同业用信余额。

存放同业、同业存放、拆出资金、拆入资金、买入返售、卖出回

购业务，预计额度不超过3亿元。

合计 33亿元

注：上述2019年末关联交易余额含应计利息，日常关联交易可以滚动发生，任一时点的

余额不超过上述预计额度。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符合公允性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

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杜绝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不损害本行和股东的

利益。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对本行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本行预计的部分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均基于与相关客户原有的合作基础，以及对本行业务发展的合理预期，预测金额及

所涉交易内容符合业务实际需求，其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

的条件进行，符合公允性原则。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本行预计的部分关联方2020年度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正常经

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 关联交易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进行，没有损害本行和股东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本行独立

性，不会对本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该议案已经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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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1、按本行（母公司）当年税后利润10%的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64,421,442.08

元。

2、按照财政部《金融企业准备金管理办法》（财金[2012]20号）以及省联社相关要求，

计提一般风险准备金493,264,326.23元。

3、按当年税后利润的20%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328,842,884.15元。

4、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

税），现金红利总额548,171,185元。 2019年度本行现金分红比例为30.71%。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若本行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

行公告利润分配调整情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行于2020年4月22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将

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行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利润

分配的规定，同时结合了本行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盈利水平等因素，兼顾了投资者

分享公司经营成果、获取合理投资回报等要求。

同意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同意本行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出具如下意见：

(1)《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法律、法规、本行《章程》规定和银行、证券监管机构

指导意见；

(2)《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内容完整、合理、公允，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

促进本行的长远发展。

(3)《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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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2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

会议文件已于2020年4月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张义良监事长主持，会议应到监

事6人，实到监事5人，吴雪良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陈瑜监事代为出席并

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年度监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2019年度监事会对董事会及董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2019年度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2019年度监事会对监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2019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审核意见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本行《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本行《章程》和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本行《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

况；

（3）在提出本项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本行《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八、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审核意见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本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本行《章程》和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本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项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本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九、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审核意见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法律、法规、本行《章程》规定和银行、证券监管机

构指导意见；

（2）《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内容完整、合理、公允，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

于促进本行的长远发展；

（3）《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2日

公司代码：

601128

公司简称：常熟银行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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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宋建明、行长庄广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尹宪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郁敏康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 194,176,205 184,839,468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630,752 16,925,465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6.43 6.18 4.05%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8,252 5,657,124 -132.49%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97,474 1,537,466 1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511 446,730 1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13,617 447,619 14.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0 -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20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3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8 处置固定资产等的净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0 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36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93

合并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归属于少

数股东的部分

所得税影响额 1,369 非经常性损益对应的所得税影响

合计 -4,106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0,37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6,896,692 9.01% 0 无 - 国有法人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84,431,888 3.08% 0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829,340 2.80% 0 无 - 其他

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6,695,845 2.80% 0 无 -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62,361,348 2.28% 0 无 - 境内法人

常熟市苏华集团有限公司 44,980,251 1.64% 0 质押 32,539,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3,201,833 1.58% 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组合 41,267,260 1.51% 0 无 - 境内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5,436,456 1.29% 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34,585,063 1.26% 0 无 - 境内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6,896,692 人民币普通股 246,896,692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84,431,888 人民币普通股 84,431,88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829,340 人民币普通股 76,829,340

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6,695,845 人民币普通股 76,695,84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62,361,348 人民币普通股 62,361,348

常熟市苏华集团有限公司 44,980,251 人民币普通股 44,980,251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3,201,833 人民币普通股 43,201,83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组合 41,267,260 人民币普通股 41,267,2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35,436,456 人民币普通股 35,436,45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34,585,063 人民币普通股 34,585,0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常熟发投与江南商贸仅同为常熟国资办控股的国有企业，二者不存在关联关系，在

本行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权方面，不存在达成一致行动协议或其他形式的约定或

安排之情形。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和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同属于全国社保基金。

本行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建明

日期 2020年4月22日

公司代码：

601128

公司简称：常熟银行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