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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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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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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1 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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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租赁 60090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柏青 张永飞 

电话 025-86815298 025-86819397 

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99号

金融城1号楼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99号金

融城1号楼 

电子信箱 zhengquan.zhou@jsleasing.cn zhengquan.zhang@jsleasing.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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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7,829.63 8,128,999.60 1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19,330.70 1,301,046.69 1.4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202,855.70 186,140.16 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6,311.40 93,996.23 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5,464.04 92,922.38 13.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1,484.89 33,709.42 646.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02 7.68 增加0.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1 1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1 16.13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2,94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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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1.43 640,000,000 0 无 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09 630,000,000 0 无 0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78 292,200,000 0 无 0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7.83 234,000,000 0 无 0 

BNP Paribas Lease Group 
国有法

人 
5.11 152,532,268 0 无 0 

国际金融公司 其他 4.99 149,332,400 0 无 0 

堆龙荣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17 94,675,627 0 无 0 

孙英 
境内自

然人 
0.72 21,400,000 0 无 0 



高沛杰 
境内自

然人 
0.45 13,537,509 0 无 0 

上海行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5 7,6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9%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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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21 年上半年，公司持续深化转型，结合自身优势，精选细分领域，加强厂商合作，立足小

微客户，重点做好市场开发、融资创新、风险防控等工作，不断强化提升业务创新、信息科技、

风险管理等方面能力，资产规模、投放及利润等各项指标均顺利达成半年目标。 

（一）资产投放力度加大，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在资产投放方面，上半年公司新增投放金额 323.67 亿元,同比增长 31.96%，其中工业装备、

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板块增速较快；新增投放合同数 32965 个，同比增长 71.18%。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 937.78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5.36%；租赁资产余额 925.14 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 15.29%。 

在营收利润方面，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2.60 亿元，同比增长 14.39%；利润总额 14.18

亿元，同比增长 13.12%；净利润 10.63 亿元，同比增长 13.10%。总资产收益率（ROA）1.21%，同

比减少 0.07 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8.02%，同比增加 0.34 个百分点，继续保

持行业前列水平。 

（二）厂商区域双线发力，国际业务再上新台阶 



上半年，公司继续坚持“厂商+区域”双线推进市场策略，加快推动专业化发展，提高市场竞

争力。在厂商合作方面，公司一方面继续巩固已有厂商合作关系，针对行业特点和厂商、客户需

求，提供定制化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相关业务投放金额和渗透率实现明显增长；另一方面，公

司在目标细分行业瞄准国内外龙头品牌，加快形成新的合作关系，在细分市场建立先发优势。截

至 6 月末，公司合作厂商经销商数量近 1000 家。 

在区域拓展方面，上半年，公司在总结苏州和南京区域开发经验的基础上，设立无锡、南通

区域团队，加强各业务团队的人员配置，重点挖掘当地小微制造企业金融需求。上半年，公司区

域线业务投放规模同比增长 380%，相关业务投放收益率表现较好。 

此外，公司跨境船舶租赁业务在上半年实现规模较快增长。在现有船东客户基础上，公司积

极拓展与境外大型船舶公司的合作关系，创新业务模式，满足市场需求。截至上半年末，公司及

下设 SPV 公司共计持有所有权和抵押权的船舶（含在建）近 30 艘，船型包括散货船、成品油船、

化学品船、拖轮、海工支持船等，运力合计约 100 万载重吨。 

（三）信息科技有效支撑，零售金融特色凸显 

2021 上半年，公司在市场开发上继续坚定小微零售策略。在行业拓展方面，基于清洁能源、

汽车金融和医疗健康领域的开发成果，瞄准户用光伏、乘用车、私立诊所等零售化细分领域，零

售化业务增长迅速。公司上半年新增投放合同中，92.33%的合同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96.07%的合

同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为应对大批量、小金额业务趋势带来的决策和管理挑战，公司围绕业务需求，继续加大信息

科技开发力度。一是通过持续迭代“乐租”系列 APP 功能，逐步形成全流程、一体化、多方位、

高可用的整体互联网金融解决方案，极大提升了客户使用体验；二是持续升级业务自动决策模型，

扩大自动决策使用范围，自动决策模型应用于公司大部分零售业务板块，最大处理能力达 5 万次/

天；三是对零售业务处理工作进行电子化、智能化改造，在节约人力的同时，处理能力大大提升，

合同收款能力由 1 万笔/天提升至 5 万笔/天，部分零售项目实现起租即付款。 

（四）融资渠道不断丰富，创新融资降低成本 

上半年，公司在继续扩大银行融资规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一是继续加大

直接融资比例，上半年抢抓融资窗口期，完成两单共计 40 亿的金融债发行；同时，公司可转债目

前已向证监会递交申报材料，预计发行规模不超过 50 亿。二是跨境融资规模继续扩大，成功落地

内保内贷业务，引进 2.91 亿境外资金，并推进与多家银行的银团借款业务。三是融资形式不断创

新，创新推动首单三年期 SPV 美元融资，创新开展共计 18 亿国内证福费廷融资，开立银行承兑汇



票 14 亿。上半年公司累计融入资金 469.81 亿元，同比增长 16%，融资成本在行业内仍保持较低

水平。 

（五）风险管控常抓不懈，资产质量控制较好 

公司将“支持业务规范健康发展、提升内控合规管理质效、增强风险管理专业化水平”列为

上半年风险管理三大重点。一是通过开展决策模型有效性和经营性租赁业务调研分析、征信授权

线上化、推动扩大电子章使用范围等工作，有效支持业务规范健康发展；二是通过对零售业务流

程进行梳理并提出建议，排查合规审核授权和业务资金用途等工作，进一步规范业务合规管理水

平；三是通过增补风险管理专项制度、完善风险管理报告机制、搭建风险压力测试体系等事项，

提升风险管理专业化能力。 

上半年，公司为提升资产管理水平和精细度，单独设立资产管理部，加大了不良资产处置力

度，提升租赁物交付验收、远程监控、租赁物保险等环节工作精度，结合逾期管理工作，开展不

良率指标管理。上半年共完成客户回访 4500 余次、实地催收 500 余次，完成不良资产回收近 1

亿元，核销不良资产 1.04 亿元，严格控制不良资产规模。截至上半年末，公司不良融资租赁资产

率为 0.94%，在行业内继续保持较低水平；拨备率 3.81%，拨备覆盖率 404.48%，风险抵御能力较

强。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