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

年

年

度

报

告

二 O 二 0 年四月



2

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目 录

第一部分 重要提示......................................................................... 3

第二部分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3

第三部分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数据摘要.....................................4

第四部分 股本金变动及股东情况.................................................7

第五部分 公司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8

第六部分 公司治理结构情况.........................................................9

第七部分 股东大会....................................................................... 14

第八部分 董事会报告................................................................... 15

第九部分 监事会报告................................................................... 26

第十部分 重要事项....................................................................... 28

第十一部分 附注............................................................................. 31

第十二部分 2019 年审计告

附件：

1.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图（2019）

2.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 2019 年末分支机构名录



3

第一部分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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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黄立新，行长危志成，

副行长陈盛、黄铁强和财务会计部经理、信贷管理部经理保

证本年度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第二部分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名称：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简称：湘江新区农商银行）

法定英文名称：Hunan Xiangjiang New Area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LTD（简称：Xiangjiang New Area Rural

Commercial Bank）。

经营范围：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国内结算业务；

（四）办理票据承兑、贴现；

（五）代理发行、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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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七）从事同业拆借；

（八）办理银行卡业务；

（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十）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法定代表人：黄立新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 559 号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 559 号

邮政编码：410013

公司互联网网址：http://www.hnxjxqrcb.com/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 559 号

联系电话：（86）0731-85312989,85312979

传真：（86）0731-85312999

2.3 其他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367504298

金融许可证编码：B1100H243010001

第三部分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数据摘要



5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123344.81 107448.58

利润总额 33795.36 39852.79

净利润 27266.38 32612.21

总资产 2737362.72 2431254.07

存款余额 2365423.59 2034484.08

贷款余额 1109683.66 1013884.24

股东权益 229021.76 212571.69

3.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0.53 0.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全面摊

薄每股收益（元）
0.53 0.64

每股净资产（元） 4.48 4.16

净资产收益率（%） 12.39% 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全面摊

薄净资产收益率（%）
12.39% 16%

资本利润率（%） 12.39% 16%

资产收益率（%） 1.29%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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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9% 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9% 15.44%

成本收入比（%） 35.73% 36.78%

流动性比例（%） 63.50% 76.67%

存贷比（%） 46.91% 49.83%

3.3 贷款资产指标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五级分类
2019 年 2018 年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正常 1073434.40 96.86% 998095.23 98.44%

关注类 19117.65 1.73% 5217.81 0.51%

次级类 6103.58 0.55% 5371 0.53%

可疑类 7768.37 0.70% 2228.79 0.22%

损失类 1821.64 0.16% 2971.41 0.29%

合计 1108245.64 100% 1013884.24 100%

3.4 人民币贷款投放前五位的行业及比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行业种类 余额 比例

个人贷款 235977.42 21.19%

批发和零售业 175733.53 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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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47238.80 13.22%

建筑业 114491.82 10.28%

农、林、牧、渔业 99027.72 8.89%

第四部分 股本金变动及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股本结构情况表

股本类型 股份数（万股） 股东数 占总股本比例

法人股 26952 15 52.72%

自然人股 24168 285 47.28%

其中：职工股 7056.6 114 13.80%

合计 51120 300 100%

4.2 报告期本公司最大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

例（%）

1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00 7.82

2 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3280 6.42

3 湖南金鹏投资有限公司 2552 4.99

4 长沙市岳麓区金凤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552 4.99

5 湖南天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80 4.66

6 湖南亮盈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0 3.91

7 湖南鼎晟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2000 3.91

8 湖南新雅置业有限公司 2000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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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湖南省八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00 2.35

10 湖南省西城建设有限公司 1200 2.35

合计 23164 45.31

第五部分 公司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5.1 报告期公司董、监事情况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务

黄立新 男 研究生 中共党员 职工董事、董事长

危志成 男 研究生 中共党员 职工董事、副董事长

余炳新 男 本科 中共党员 股东董事

陈新亮 男 大专 中共党员 股东董事

贺明 男 大专 中共党员 股东董事

周岚 女 本科 中共党员 股东董事

吴斌 男 大专 群众 股东董事

江安东 男 研究生 中共党员 股东董事

朱友谊 男 研究生 中共党员 独立董事

黄筱玲 女 研究生 中共党员 独立董事

周立 女 中专学历 群众 股东董事

周松柏 男 本科 中共党员 职工监事、监事长

杨幸生 男 大专 中共党员 职工监事

彭红光 男 本科 中共党员 股东监事

李平 男 博士 中共党员 外部监事

李秋华 女 大专 群众 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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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报告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务

危志成 男 研究生 党员 行长

陈盛 男 大专 党员 副行长

黄铁强 男 本科 党员 副行长

陈刚 男 本科 党员 合规总监

聂源 女 本科 党员 财务总监

李梁 男 研究生 党员 风险总监

赵小丹 女 本科 党员 董事会秘书

5.3 报告期公司员工情况

2019 年末公司在岗员工人数总计为 554 人，其中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 44 人，占比 7.9%；本科学历 327 人，占比 59.03%；

专科以上学历 521 人，占比 94.04%.在岗员工中具有中级以

上职称 19 人，占比 3.4%，初级职称 80 人，占比 14.4%。

第六部分 公司治理结构情况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农村商业银

行管理暂行规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2019 年，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1 次，董事会 17

次，监事会 6 次，充分发挥了“三会一层”的作用，增强了

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6.1 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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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规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有效确保了股东对公司重

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保证了股东充分行使合

法权利。

2019 年 1 月 22 日召开了“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与

会股东（或代表）116 人，所持股份 47353.48 万股，占股份

总额的 97.54%，符合法定要求。

6.2 关于股东与公司

公司股权相对分散，抗风险能力较强的法人股东占比

52.72%;自然人股东占比 47.28%。无具有实际控制权的控股

股东，公司前十大股东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

司的决策和经营活动，公司董、监事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运

行。

6.3 关于董事与董事会

本公司在董事会下设了董事会办公室和战略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第三届董事会由 11 名董

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 名，股东董事 7 名，职工董事 2 名，

并实现了成员构成的多元化、知识化、专业化和独立性。

6.4 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管理层。我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共有监事 5 名，其中股东监事 1 名，职工监事 2 名，外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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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2 名。第三届监事会下设提名及监督委员会，并按照提名

及监督委员会工作制度开展相关工作。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切实履行了股东大会赋

予的各项职责，对重大财务活动、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等情况

实施监督。提名及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对监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选任和任职进行审核、监督和评价，对公司内、外

部审计的沟通、监督、指导和核查工作。

6.5 关于经营管理层

公司经营管理层包括公司领导班子、总监、总部职能部

室负责人和分支机构负责人。公司的经营管理实行行长负责

制，本公司设行长一名，副行长两人。按照公司章程，行长

由董事长提名，副行长由行长提名，2019 年，我公司由危志

成担任行长职务，陈盛、黄铁强担任副行长职务，并对总监、

董秘、总部各职能部室负责人和分支机构负责人进行了聘

任。

6.6 薪酬

本公司制定了与发展战略、业务发展及人才引进相结合

的薪酬政策。按照收入与风险匹配、长期与短期协调一致原

则，建立健全具有市场竞争力、与业绩相匹配且兼顾内部公

平的薪酬管理制度。

6.6.1 薪酬管理架构及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等制度以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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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负责公司的薪酬

管理制度和政策设计，对薪酬管理承担最终责任。董事会薪

酬与提名委员会根据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负责拟定主要薪酬

制度并监督相关制度的具体落实情况。监事会会对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管理层组织实施董事会薪酬管理方面的决议，人力资源

部门负责具体事项的落实，风险合规、财务会计、稽核审计

等部门参与并监督薪酬机制的执行和完善性反馈。稽核部门

对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报告董事会。

6.6.2 年度薪酬总量、受益人及薪酬结构

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年度经营计划，综

合考虑当年人员总量、结构，以及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风

险控制等多种因素，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按照年度绩效

考核情况确定年度执行薪总额，具体详见本年度财务报表。

报告期内，本公司修订出台了《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

银行薪酬管理暂行办法》，本公司员工薪酬由基本薪酬、绩

效薪酬和福利性收入等构成。基本薪酬是为保障员工基本生

活而支付的基本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考勤工资

等，根据员工的职位和岗位等因素确定。绩效薪酬是支付给

员工的业绩报酬，根据绩效薪酬档次、绩效考核结果等因素

确定。

6.6.3 绩效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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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公司制定了 2019 年度经营目标分配计划、

支行/分理处目标责任考核办法、支行/分理处单项考核奖罚

办法以及负责人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等考核制度。本公司遵

循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商业银

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的要求，建立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并层层分解落实到辖内各分支机构。根据绩效考核情况，确

定员工的具体绩效薪酬。

6.6.4 薪酬延期支付情况

报告期内，为确保薪酬水平与风险成本调整后的经营业

绩相适应，公司根据银保监会《商业银行稳健薪酬指引》，

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分 3 年兑付。

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对银行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

员工的薪酬信息

报告期内，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会成员合计领取薪酬

90.54 万元（预发），领取津贴的董事会成员合计领取津贴

53.28 万元；在公司领取薪酬的监事会成员合计领取薪酬

76.53 万元（预发）、领取津贴的监事会成员合计领取津贴

14.4 万元；在公司领取薪酬的其他高级管理层人员合计领取

薪酬 231.73 万元（预发）。

6.6.5 薪酬方案制定、备案及年度绩效考核

报告期内，本公司修订并完善了《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

业银行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制定了业务发展规划及目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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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考核办法，并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向监管机构进行了备案。

2019 年，本公司，紧盯发展战略和定位，全面完成了董事会

审议通过的全公司年度经营计划、目标任务，绩效考核指标

全部达成。

6.7 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2019 年，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会计年度结束后，

聘请具备资格的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全部经营内容的完整

性、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全面审计，对相关风险情况进行说

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根据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并结合各部室提供的相关信息，编写年度信息披露

书面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有关信息，确保所

有股东享有平等、公开的信息知情权。披露的内容、格式、

程序均符合规定，并在规定时间内及时上报监管部门审查。

第七部分 股东大会

我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召开，

与会股东（或代表）116 人，所持股份 47353.48 万股，占股

份总额的 97.54%，符合法定要求。大会由黄立新主持，大会

以记名投票、逐项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2018 年度财务执行情况及 2019 年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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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六、《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七、《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八、《关于设立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议案》

九、《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十、《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为保证大会的合法性，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

长安律师事务所赵野、李金全作现场见证，并于会后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第八部分 董事会报告

8.1 董事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董事会 17 次，召开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 53 次，其中战略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4 次，薪

酬与提名委员会 4 次，风险管理委员会 26 次，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 14 次，审计委员会 5 次。董事会审议或研究了财

务预决算报告、利润分配预案、业务发展规划、制度建设、

呆账核销、大额关联交易、产品创新、薪酬考核、人事聘免

等 96 项议案。

8.2 报告期内整体经营状况与分析

8.2.1 主要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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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千方百计扩大存款规模。一是找准主攻点，巩固

储蓄传统市场。以党支部为单位，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

作用，对人口集中的乡镇、村组进行拉网式走访，整村建档，

进一步回归本源，用真诚的服务打动最基层的客户，夯实存

款发展根基，通过客户圈、朋友圈、亲友圈，不断拓展获客

渠道。二是聚焦突破点，占领城郊开发区。组织相关网点按

照“班子成员联点包村，支部书记分片包组、党员干部分屋

包户”的责任划分，紧盯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抢抓辖内重点

征地拆迁项目，成立专项小组，上下联动开展“地毯式”走

访，确保准确掌握拆迁进度、资金来源及拆迁户信息，以个

性化服务提高拆迁户资金的吸纳率。三是发力薄弱点，拓展

城区市场。一方面牢牢盯住“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行政

企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居民”等基础客户，重点攻关财政、

国土、行政事业单位、企业等重点客户，大力拓展对公存款

提高低成本存款比重。另一方面积极对接岳麓科技产业园、

高新技术产业园等专业园区，筹办银企对接会，通过提供信

贷支持为园区知名企业、中小微企业、商户解决融资难问题，

研发金融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

（2）多措并举增加信贷投放。以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意见、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指导意见为抓手，专

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按照能贷尽贷的要求，遵循重质量、

拓市场、增效益、控风险的原则，持续做好廉洁高效便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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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服务工作，积极发挥审批链条短、效率高、融资成本低

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扩大信贷业务基础客户群。一是坚持支

农支小。通过加大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投放，促进服务

辖区内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农户增收致富、农村居民消费升

级等。2019 年实现了涉农贷款“两个不低于”、小微企业贷

款“两增两控”考核目标，充分发挥了辖区内支持三农、支

持小微企业主力军作用。二是服务实体经济。全年累计发放

信贷资金 79.48 亿元，同比增加 7.84 亿元。重点支持了制

造强省建设重点产业、省内知名农业龙头企业、较为成熟的

专业市场以及道路客运优秀企业，努力满足重点领域的合理

信贷需求。三是调优信贷结构。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

的原则，持续加大支农支小力度的同时，严控政府融资平台、

“两高一剩”、环保不达标行业等投向的贷款。积极落地实

施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政策，拓展客户群，提高符合普惠金融

政策且符合信贷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小微企业

和农户经营性贷款投放力度，优化信贷客户结构和投向结

构。四是继续推进促进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做好扶持创

业、推进就业工作。

（3）协调指导推进村行稳健发展。继续做好对六家村

镇银行的协调、业务咨询和服务工作，指导六家村镇银行顺

利召开了 2018 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定下发

了薪酬管理指导意见、单项考核奖罚指导意见、包干费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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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况指导意见、班子考核方案指导意见等。同时，组织村

行开展柜台业务风险防范、财务费用管理规范、信贷业务知

识、反洗钱、柜台服务管理等学习培训，召开村镇银行专题

工作会议和村镇银行务虚会议。对 6 家村镇银行组织全面性

的稽核检查，多措并举为村镇银行业务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4）注重提升素质，建设高质量发展新队伍

一是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以培养好干部为目标，严格实

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集体研究、任前谈话等

程序和要求，发掘和培养干部队伍，有效提高选人用人质量。

二是强化教育培训。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业务培训 20 余次、

知识考试 2 次，鼓励全行员工取得专业职称，督促中层骨干

利用学习平台满足日常学习需要。三是抓好绩效考核。积极

做好干部考核工作，对网点负责人不定期开展谈话巡查，开

展农村网点的在岗、留宿以及城区网点管理情况检查，形成

有效监督，确保平安经营。四是做好服务提升。开展“服务

固化暨全面营销导入”项目，充分调研了解网点服务与营销

的基本状况，分片区、分岗位、有层次地对网点进行授课，

有效提高员工的服务与营销意识。

8.2.2 风险管理及化解情况

8.2.2.1 主要监管指标合规情况

公司所有者权益余额为 2,290,217,640.45 元，比年初

增加 164,500,766.56 元，增长 7.74%，其中，股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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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00,000 元，一般准备 347,383,005.96 元。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合计 376,971,345.77 元，其中贷款损失准备

358,035,948.92 元，比年初增加 102,200,264.17 元，抵债

资产减值准备 4,227,896.85 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13,350,000 元，比年初增加 2,400,000 元。拨备覆盖率

227.78%、贷款拨备率 3.23%。

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公司 2019 年

度各季度均达到了相关监管要求。至 2019 年末，实现了资

本充足率 14.85%，核心资本充足率 13.73%。计算说明为：

（1）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资本充足率计

算范围包括表内信用风险资产、表外信用风险资产、操作风

险资产。其中表内、表外信用风险资产采取权重法进行计量，

其中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合计为 12,939,393,390.46 元；操作

风险资产采取基本指标法进行计量，其风险资产数为

1,292,332,705 元 。 全 部 风 险 加 权 资 产 合 计 为

14,231,726,095.46 元。

（2）资本数量及其构成：2018 年末资本净额包括一级

资本净额和二级资本净额。其中，一级资本净额等于核心一

级资 本净额 ，核 心一级 资本净 额为核心 一级资 本

2,290,217,640.45 元（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和未分配利润部分）减去扣除项(对有控制权

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336,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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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余额为 1,953,617,640.45 元，一级资本净额等于核心

一级资本净额。二级资本净额等于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

部分 159,745,597.41 元。总资本净额为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与二级资本净额之和，余额为 2,113,363,237.86 元。

8.2.2.2 风险管理措施

根据监管政策和行业管理部门的要求，结合风险管理工

作及公司实际，通过不断改进和规范内部管理及运行，公司

强化了风险管理体系，提高了内部防控能力，实现企业的稳

健经营发展。

（1）防范战略决策风险，做好顶层规划设计。一是坚

持党建引领，筑牢改革与发展的“根”与“魂”。围绕“三

重一大”决策机制，把方向、议大事、谋大事，规范决策行

为，提高决策水平。二是坚持服务三农，实体经济的市场定

位不动摇，把面向“三农”、小微企业、社区家庭作为自身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优化信贷结构。三是公司治理

的有效性不断增强，组织完成了对公司章程的修订，并完成

了工商备案。

（2）防范信用风险，守住资产质量底线。一方面，严

控新增风险。一是开展培训提高信贷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组

织开展了信贷业务合规培训，针对内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结

合行内制度规定进行详细的说明与规范，明确了整改要求，

并对信贷数据录入与统计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二是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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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管理制度建设。制定了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管理办法

(试行)、循环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

管业务管理办法（试行）、项目融资业务管理办法（试行）

等，同时及时转发监管部门的业务、政策制度、统计与风险

管理相关文件至分支机构，明确相关操作与执行要求，为信

贷业务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规范的保障。三是强化主体资格

审查，严把准入关。强化对借款申请人信用状况、用途真实

性审查，加强对大额贷款现场调查审核要求，对企业客户强

化对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交叉验证与多渠道核实，防范

因信用不良、非正常经营信息等情况导致主体资格不合规情

况产生。同时在确保可靠的第一还款来源的基础上，降低新

增或新准入贷款的抵押率，夯实贷款第二还款来源，降低违

约损失概率。另一方面，压降存量风险。一是严密监控贷款

资金的使用管理。要求放款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对借款人的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确保贷款资金不被挪用，且在借款人

的合理支配范围内；同时，密切掌握借款人贷款本息归还情

况及还款来源情况，确保贷款按期收回。二是开展业务检查、

自查，迎接外部检查，积极整改存在的不足，提升信贷合规

管理水平。今年组织开展了信贷业务合规排查与福祥便民卡

专项检查、信贷管理专项自查、不合理抽贷、断贷专项自查、

贷款投向自查等自查工作，配合行管、监管部门开展了“案

防一百天”等重要工作，同时迎接外部检查多次，经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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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检查和外部检查，及时整改信贷基础管理以及制度执行

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提高信贷合规管理水平。三是加强不

良贷款管控，强化清收与追责。充分利用信贷系统查询及提

醒功能，动态监测、实时掌握到、逾期贷款及欠息贷款。逐

笔摸清不良贷款，一户一策，实施有针对性地清收策略。探

索新型不良贷款清理途径，面对常规手段已难以收回的不良

贷款，通过实行不良贷款债权转让、打包出售、风险代理、

抵债资产等多种有效清收措施，促进不良资产经营工作的开

展，实现不良贷款清收效果最大化。四是积极对接法律事务，

有效催收诉讼贷款。加大法律催收力度，加强诉讼案件管理，

依法清收不良贷款。及时掌握和跟进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各方的协调情况以及案件下阶段的工作计划等，确保诉讼的

时效和效果；强化诉讼案件档案管理，及时更新诉讼案件管

理台账，档案资料一案一卷保管；聘请省联社备选库中的律

师事务所坐班，实时提供专业法律咨询等方面服务，及时化

解法律纠纷。

（3）防范资本风险，确保资金安全。按照回归本源、

专注主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总要求，继续坚持稳健经营的投

资思路，严控杠杆比例，严禁通道业务，不盲目追求高收益、

高回报，规避高风险，推动资金业务规范有序开展。一是加

强存量业务的管理。及时调整和优化债券持有结构。定期维

护更新交易对手的评级授信信息，及时跟踪发行人、融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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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情况，关注负面报道和评级调整，切实防范信用违

约风险。二是加大新增业务的风险审查。债券投资以国债、

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为主，严格控制违约风险较高的

信用债投资规模，原则上只投资我们熟悉了解情况的长沙本

地信用债。新增的现券投资在投放前，充分研究发行人的企

业财务状况、法人治理机构、行业特性、地域经济情况及评

级等相关情况，企业债的投向坚决摒弃产能过剩及信贷行业

政策限控内行业，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均不在投资范围

内，严格控制债券久期。对交易对手实行集中统一名单管理，

根据交易对手市场表现、财务状况、负面报道及评级调整等

情况定期评定交易对手风险，动态调整交易对手名单。

（4）防范操作风险，确保经营管理安全。一是加强合

规文化建设。牢固树立合规理念，把合规经营、严控风险放

在第一位，针对内控案件防范新形势，持续开展日常化合规

教育，加强对全体员工理想信念、道德方面的专题教育，有

效践行合规文化，使合规文化融入业务操作和经验管理的各

个环节，形成良好的合规文化氛围。二是明确案防责任。年

初与各分支机构和各部室负责人签订《案防工作目标管理责

任书》，员工与员工之间签订《案件防控治理联保责任书》，

员工与单位之间签订《案件预防联保责任书》，责任书中明

确了各单位、所有员工在案防工作方面的目标和责任，有力

促进了案防管理工作。三是严控案防风险。从基本业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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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专项业务管理规定、具体业务操作流程三个层面入手，

根据国家新政策、监管新要求、基层反馈意见，及时对相关

制度进行全方位梳理完善，使制度更贴合前台操作、客户体

验及管理实际。组织开展培训。聘请第三方机构组织全体员

工进行柜面操作风险防范与管理专题培训，针对制度、业务、

流程特点全面梳理风险点，保证工作人员熟悉制度要求、业

务操作和风险要点，提升员工柜面业务操作风险的防控水

平。四是扎实开展稽核审计。截止 12 月末，累计开展各类

审计工作 36 项，次数 130 次，参与稽核审计 674 人次，工

作量为 1153 天，共计提出整改建议 98 条，发出整改通知 148

份。主要审计项目分别为专项稽核 30 次、库存现金突击检

查 12 次、飞行检查 5 次、全面审计 2 次、经济责任审计 78

人次、整体移位稽核 3 次，全面完成了年度审计工作计划任

务。

8.2.3 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经审计的 2019 年度会计报表，本行 2019 年实现利

润 337,953,610.70 元，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65,289,813.47

元，本年净利润 272,663,797.23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

利 润 49,891,468.37 元 ， 减 去 以 前 年 度 损 益 损 失

41,707,030.67 元，合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80,848,234.93

元。根据国家财税政策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现提出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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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按 本 年 净 利 润 的 10% 提 取 法 定 盈 余 公 积

27,266,379.72 元。

（2）按本年净利润的 30%的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81,799,139.17 元。

（3）计提一般风险准备 60,000,000.00 元。

上述分配方案执行后，结余未分配利润 111,782,716.04

元。

2019 年度股金分红方案拟定为：按 2019 年末股金总额

的 13%分配红利，即每股分配现金 0.13 元，合计分配 6,645.6

万元，分红方式为现金，资金来源于未分配利润。

8.2.4 2019 年业务发展规划

8.2.4.1 2019 年工作方针

2019 年，我公司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引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以党的建设为引

领，以规范管理为基础，以优化服务为重点，以队伍建设为

动力，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发挥传统优势，积极拓展市场，

狠抓资产质量，有效实现发展提速提质，管理规范有序，效

益稳步提升。

8.2.4.2 2019 年业务发展目标

（1）存款目标：各项存款日平净增 15 亿元。

（2）贷款及其质量指标：各项贷款净增 10 亿元以上；

贷存比例符合宏观审慎评估要求；不良贷款占比控制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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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利息收入达到 7 亿元以上。

（3）财务及效益指标：全年实现总收入 11.5 亿元以上，

年度实现经营利润 3 亿元以上。

（4）风险控制指标：流动性比例、资本充足率和专项

准备等在任何时点达到规定要求。

（5）网点建设目标：新建营业网点（支行或分理处）2

个。

（6）管理目标：坚持依法合规经营管理，确保全年安

全无事故。

（7）支农支小目标：达到规定要求。

第九部分 监事会报告

9.1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依照《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公司章

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2019 年监事会共召

开了 6 次会议，共审议 40 项议案或报告，监事全部出席或

委托出席。监事还出席了股东大会，列席了董事会现场会议，

对董事会议案的审议过程进行了有效监督，保障了公司业务

健康有序开展。

9.2 监事会就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9.2.1 依法经营情况

公司 2019 年度的经营活动符合《公司法》、《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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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层执行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

损害公司、股东、职工、存款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

9.2.2 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2019 年度，公司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及时、真实、公允、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和信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9.2.3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2019 年度，未发现收购和出售资产中有损害股东权益或

造成资产流失的行为。

9.2.4 关联交易情况

关于 2019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监事会没有发现违背

公允性原则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9.2.5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在 2019 年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

各项报告和提案没有异议，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

了监督，认为董事会认真执行了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9.2.6 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重视并按相关规定

进行信息披露，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未发现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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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重要事项

10.1 对外投资事项

2019 年本公司对外投资增加 1020 万元，其中对湖南隆

回湘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增加 510 万元、湖南溆浦

湘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增加 510 万元，均为本公司

作为前述两家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垫付的每股 0.1 元的款项，

在村镇银行明确为股本溢价后，我行自其他应收款调入。

10.2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不存在作为被告的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共对 41 名借款人发起了民事诉

讼，涉及借款 44 笔，本金 12797 万元，其中 32 起下发了民

事判决书或民事调解书；2019 年通过诉讼收回贷款本金 6205

万元（含以往年度起诉但在本年度收回的贷款本金），其中

抵债资产收回本金 196 万元。

10.3 重大资产收购、出售或处置以及兼并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收购及出售资产、吸收合并事项。

10.4 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

监会 2004 年第 3 号令）及《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不存

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本公司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由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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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条件及利率执行本公司业务管理和监管机构的规定，

不存在优于一般借款人或交易对手的情形。

报告期关联方关系及交易情况：

1、一般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象（贷款人） 关联关系 授信金额 贷款余额
承兑

余额

贴现

余额
备注

法人 1户 关联法人 2280.00 2280.00

自然人 33户 关联自然人 2444.92 2444.92

合计 4724.92 4724.92

2、重大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象（借款人）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授信金额

(万元)

贷款余额

(万元)

承兑

余额

贴现

余额
备注

湖南省新雅置业有限公司 9143000079910976X0 14619.00 14619.00
董事余炳

新关联

小 计 14619.00 14619.00

长沙红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914301005702874457 4640.00 4640.00
同受法人

股东湖南

望城县雷

锋汽车运

输有限公

司控制

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巴士有限公司 914301220908954255 7,000.00 7,000.00

湖南望城县雷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91430122727981698B 1,800.00 1,800.00

湖南河西骏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1430100MA4L29UXX1 500.00 500.00

湖南骏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430100MA4LP4TT23 1600.00 1600.00

长沙市望城区红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1430122MA4L3HJ822 990.00 990.00

长沙市岳麓区雷锋校车服务有限公司 914301040749618677 980.00 980.00

小 计 17510.00 17510.00

湖南亮盈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14301040516697592 1000.00 1000.00
董事陈新

亮控股

合 计 33,129.00 33,129.00

10.5 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10.5.1 重大托管、承包、租赁事项：报告期内没有发生

重大托管、承包、租赁事项。

10.5.2 重大担保：报告期内，本公司除经批准的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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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金融担保业务外，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担保事项。

10.5.3 委托理财：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委托理财

事项。

10.5.4 其他重大合同(含担保等)及其履行情况：报告

期内本公司各项业务合同履行情况正常，无重大合同纠纷发

生。

10.6 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报告期内本公司聘请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公司法定

财务报告审计服务工作。

10.7 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

受监管部门处罚情况发生。

10.8 机构增设、升格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增设、升格机构。

10.9 呆账贷款核销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呆账贷款核销金额 8777.49 万元。

10.10 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违规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

本公司开展对外担保业务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对外担保业务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之一，《章

程》就审批权限做了明确规定，公司内部管理也针对担保业

务的风险特点制定了具体的管理办法、操作流程和审批程

序。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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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附注

11.1 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见附件）。

11.2 财务报表（见附件）。

11.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

核算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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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 2019 年末分支机构名录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1 营业部 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 559 号 85312922

2 麓南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清水路后湖小区 23 栋 88801708

3 麓山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岳民巷 18 号麓山后街 142-145、154-160 88881819

4 银盆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威华广场一层 102 号 88800810

5 银山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办事处晟利隆大厦 88904920

6 麓谷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燕子山村双石塘 88137418

7 天顶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二路 228 号阳明山庄问蝶苑 23栋 88814623

8 东方红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城郊涉外桃园 A区 1、2栋 88769095

9 望岳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含光路蔚蓝海岸一期 113-114 号 88947809

10 梅溪湖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二路裕园大厦一楼 88610547

11 含浦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含浦镇含浦社区雨九路 88、89 号 88558739

12 坪塘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兴坪路 49 号坪塘生鲜市场一楼 88503179

13 坪连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先导洋湖垸片区洋湖景园商务中心一楼 88502808

14 莲花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莲花社区双枫西路 63号 88268658

15 联丰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含浦科教产业园管委会办公大楼 88533458

16 雨敞坪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雨敞坪镇雨敞坪路 205 号 88321088

17 三叉矶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北路 627 号好家园 2栋 102 号 82180658

18 西湖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金星中路 168 号金和苑 E-9 栋 89785198

19 太平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红桥村江滨家园华苑 6栋 88503916

20 麻田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雨敞坪镇麻田村村部办公楼一楼 88328899

21 岳麓支行 长沙市金星大道旁岳麓区政府大院一楼 88668050

22 沁园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沁园春•御院一栋 82293279

23 科技支行 长沙市高开区麓谷基地像素大厦 107、108、112-114 号 89716379

24 乌山支行 长沙市望城区乌山镇双丰村湖塘组 88477850

25 月亮岛支行 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金泽园 1#商铺 108 号 89793186

26 丁字支行 长沙市望城区丁字湾街道金富北城 3号栋 101 88401749

27 雷锋支行 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真人桥村庙嘴上组 88104406

28 乾源支行 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乾源国际广场 7栋 233、234 号 89787097

29 黄鹤支行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黄鹤村湘侨佳苑 1栋 101-106 号 84117526

30 靳江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办事处靳江村 88883826

31 桃花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桃花岭村 88654549

32 桔洲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阜埠河路科教新村旁一栋房屋 10-12 号 88676822

33 望月湖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新外滩商业中心 C31-33 号门面 88866165

34 观沙岭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茶山路金岭小区 3区 9—5、6栋一楼门面 88681250

35 望城坡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华兰路 60 号金麓大厦 101、111-115 号 8816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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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东塘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麓谷公馆 1089-1095、1100-1106 88127003

37 红霞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太平村村委会 88540048

38 五丰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五丰村陈家大屋组 88260558

39 桐木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桐木村第二十一组 88263668

40 柏乐园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乔口镇柏乐园 88969702

41 高新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南枫时光苑 5、6栋 110-114 号 85212482

42 干子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含浦街道干子村 57391198

43 黄金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新雅黄金苑 3#栋 101 88697729

44 玉江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华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大楼一楼 85572976

45 红桥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花溪欣苑小区商业 7栋 104-107 85071466

46 白泉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白泉村东山塘组 84122376

47 桂芳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普瑞西路与雷高公路交叉路口东南侧 88329478

48 洋湖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洋湖和园 2栋 B-4 号 89921411

49 商贸城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三里垅 14 栋 85228376

50 新诚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岳华路 1199 号新诚小区 C栋 104 89903596

51 共和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一路 737 号共和世家公寓 2栋 85091217

52 华龙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汇智北路 189 号和泰家园一号栋 1198 号 88104375

53 荷叶坝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雷高路和沁园小区 9栋西头 101、102 号 88302419

54 锦绣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旺旺西路与高原路交叉口 88325611

55 蓝天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蓝天村坞泥塘组蓝天物业大楼 82237217

56 嘉熙支行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中路 152 号嘉熙中心一楼 85092376

57 金山桥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山桥社区荣盛岳麓峰景 88051347

58 福祥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福祥路 289 号北大资源时光 2栋 89746348

59 嘉和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麓松路 239 号润芳园 K栋 1层 102-109 89712063

60 白箬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龙莲村鸭公塘组 88565948

61 格塘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众兴社区周祠组 293 号  88340826

62 桥驿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黑麋峰村 88450453

63 彩陶源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彩陶源村新屋组 88364376

64 茶亭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梅花岭社区 88450143

65 东城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东城慎家桥社区 88250870

66 靖港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芦江社区 88306945

67 富基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普瑞大道二段 888 号富基世纪公园 88558963

68 普瑞分理处 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普瑞西路 139—1 号 88558953

69 金科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尖山村金科城美苑第 26 栋 1 层 84390130

70 黄花塘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1599 号骏达大厦综合楼底层 85529507

71 公园尚分理处 长沙市岳麓区车塘河路 90 号金鼎公园尚小区 1栋 8523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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