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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滨江科贷 指 南京市滨江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滨江投资 指 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诚基 指 南京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三瑞 指 江苏三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报告期 指 2020年 7月 1日-2020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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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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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从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婷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季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

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备查文件 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次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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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滨江科贷 

证券代码 833945 

挂牌时间 2015年 10月 22日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集合竞价交易 

分层情况 基础层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J金融业-66货币金融服务-663非货币银行服务-6639其他非货币

银行服务 

法定代表人 陈从余 

董事会秘书 汪婷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598010894W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 

注册资本（元） 200,000,000.00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盛安大道 739号 1幢 

电话 025-52727157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盛安大道 739号 1幢 

邮政编码 211100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南京证券 

 

（二） 行业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14,991,427.11 371,296,043.01 -15.1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1,133,195.02 249,541,615.29 -3.3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3.45% 32.7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3.45% 32.79% -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0年 1-9月） 

上年同期 

（2019年 1-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6,664,384.44 28,520,289.21 -6.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91,579.73 15,593,561.28 -12.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433,705.40 15,471,423.41 -1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7,609.38 16,920,634.47 -77.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5.57% 6.3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5.50% 6.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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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 7.70 8.07 - 

 
本报告期 

（2020年 7-9月） 

上年同期 

（2019年 7-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8,795,808.38 9,750,860.33 -9.7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2,624.25 5,223,128.47 -47.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24,351.03 5,126,141.64 -4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13,733.10 -1,470,686.27 -1,179.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14% 2.1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09% 2.13% - 

利息保障倍数 5.53 9.64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77.73%，主要是由

于本期拆入资金净增加额为-800万元，去年同期为 1200万元，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减少了 2000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1179.12%，主要是由于拆入资

金净增加额本报告期为-800万元，去年同期为 2000 万元，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

量减少了 2800万元。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分

别减少了 47.49%和 48.80%，主要是由于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307.70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 149.41万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1-9 月）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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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46.2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9,174.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78.8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10,499.11 

所得税影响数 52,624.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57,874.33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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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四）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44,400,000 72.20% 0 144,400,000 72.20% 

其中：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

高管 

5,200,000 2.60% -750,000 4,450,000 2.23%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5,600,000 27.80% 0 55,600,000 27.80% 

其中：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

高管 

15,600,000 7.80% -2,250,000 13,350,000 6.68% 

      核心员工      

     总股本 200,000,000 - 0 2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单位：股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

东

名

称 

期初持股数 

持

股

变

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

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期

末

持

有

的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期

末

持

有

的

司

法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是否通过

认购公司

公开发行

的股票成

为前十名

股东，如

是，披露持

股期间的

起止日期 

1 滨

江

投

资 

70,000,000 0 70,000,000 35% 40,000,000 30,000,000 0 0 否 

2 南

京

诚

基 

68,000,000 0 68,000,000 34%  68,000,000 0 0 否 

3 严

清 

16,000,000 0 16,000,000 8%  16,000,000 0 0 否 

4 江

苏

12,000,000 0 12,000,000 6%  12,000,000 0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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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瑞 

5 汪

洋 

12,000,000 0 12,000,000 6% 9,000,000 3,000,000 0 0 否 

6 黄

芳 

10,000,000 0 10,000,000 5%  10,000,000 0 0 否 

7 易

妍

琳 

3,000,000 0 3,000,000 1.5% 2,250,000 750,000 0 0 否 

8 张

海

涛 

2,000,000 0 2,000,000 1% 1,500,000 500,000 0 0 否 

9 陈

从

余 

1,500,000 0 1,500,000 0.75% 1,125,000 375,000 0 0 否 

10 王

继

蓉 

1,500,000 0 1,500,000 0.75%  1,500,000 0 0 否 

合计 196,000,000 0 196,000,000 98% 53,875,000 142,125,000 0 0 -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严清系公司股东黄芳之子，公司股东江苏三瑞系公司股东汪洋之岳父母控股公司。 

 

 

（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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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大事件 

（一） 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是否经过内部

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诉讼、仲裁事项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担保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0-019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

资金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0-010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经股东大会审议过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合

并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员工激励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股份回购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债务违约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失信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重要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1.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第三季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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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 2020 年 1-12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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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20 年 1月 1日 

资产：   

货币资金 19,882,735.10 30,562,162.96 

拆出资金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 1,987,339.45 2,338,613.95 

其中：应收利息 1,987,339.45 2,338,613.95 

合同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预付款项 0.00 314,011.42 

其他应收款 76,605.48 57,067.49 

代理业务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265,571,039.75 280,443,039.75 

金融投资： 445,168.01 8,040,038.09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6,927.15 7,701,797.23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200,000.00 2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8,240.86 138,240.86 

委托贷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739,193.35 5,060,868.60 

在建工程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抵债资产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54,370.99 1,014,565.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84,974.98 2,795,675.12 

其他资产 17,650,000.00 40,670,000.00 

资产总计 314,991,427.11 371,296,0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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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短期借款 42,000,000.00 50,000,000.00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款项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466,464.11 1,019,775.25 

应交税费 2,762,202.69 3,224,871.79 

合同负债   

其他应付款 9,121,528.07 23,173,425.69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93,037.22 1,024,654.99 

担保赔偿准备金 1,765,000.00 2,641,700.00 

代理业务负债   

持有待售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担保业务准备金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负债 17,650,000.00 40,670,000.00 

负债合计 73,858,232.09 121,754,427.7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614,099.34 12,614,099.3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396,319.35 -1,396,319.35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1,024,080.52 11,024,080.52 

一般风险准备 4,469,684.35 4,469,684.35 

未分配利润 14,421,650.16 22,830,070.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41,133,195.02 249,541,615.29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1,133,195.02 249,541,6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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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14,991,427.11 371,296,043.01 

 

法定代表人：陈从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婷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婷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7-9月 2019 年 7-9月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一、营业收入 8,795,808.38 9,750,860.33 26,664,384.44 28,520,289.21 

利息净收入 8,478,507.21 9,596,401.27 26,386,188.54 27,571,799.71 

其中：利息收入 9,343,670.07 10,402,392.55 29,136,019.85 30,513,824.88 

利息支出 865,162.86 805,991.28 2,749,831.31 2,942,025.1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59,481.01 140,443.28 72,675.64 904,802.44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82,934.09 166,981.13 186,074.43 1,440,164.90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3,453.08 26,537.85 113,398.79 535,362.46 

担保费收入 0.00 0.00   

代理收入 0.00 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73.92 14,015.78 49,174.02 43,687.0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0.00 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产生的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0.00 0.00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0.00 0.00   

其他收益 156,346.24 0.00 156,346.2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0.00 0.00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其他业务收入 0.00 0.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0.00 0.00   

二、营业成本 4,872,285.11 2,901,098.64 8,247,971.64 7,844,050.67 

税金及附加 77,649.94 89,615.02 245,975.20 280,276.26 

业务及管理费 1,456,059.16 1,145,081.76 4,136,797.02 3,634,150.05 

信用减值损失 3,047,108.96 1,552,911.30 5,673,517.19 3,412,851.79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291,467.05 113,490.56 -1,808,317.77 516,772.57 

其他业务成本 0.00 0.00 0.00 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3,923,523.27 6,849,761.69 18,416,412.80 20,676,238.54 

加：营业外收入 0.00 115,300.00 5,101.38 121,768.78 

减：营业外支出 122.53 0.00 122.53 2,605.3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3,923,400.74 6,965,061.69 18,421,391.65 20,795,4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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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1,180,776.49 1,741,933.22 4,829,811.92 5,201,840.7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2,742,624.25 5,223,128.47 13,591,579.73 15,593,561.28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

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42,624.25 5,223,128.47 13,591,579.73 15,593,561.28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

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

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

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损失

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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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742,624.25 5,223,128.47 13,591,579.73 15,593,561.28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2,742,624.25 5,223,128.47 13,591,579.73 15,593,561.28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0.07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陈从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婷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婷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31,455,601.73 34,771,316.81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8,000,000.00 12,000,000.00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9,156.45 1,044,889.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874,758.18 47,816,206.5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2,628,407.43 3,590,160.37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9,200,000.00 4,393,543.35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返售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378,323.17 2,661,934.29 

支付的各项税费 8,220,377.83 8,888,581.5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080,040.37 11,361,352.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107,148.80 30,895,57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7,609.38 16,920,634.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9,174.02 43,687.0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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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174.02 43,687.0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91,081.34 415,247.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1,081.34 415,24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907.32 -371,559.9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2,000,000.00 20,000,00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000,000.00 20,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00,000.00 -20,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274,297.94 -3,450,925.4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263,960.19 5,538,658.2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989,662.25 2,087,732.74 

 

法定代表人：陈从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婷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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