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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农商银行 2018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行”）董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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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经赣州天平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根据国内审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二.基本信息 

2.1 法定中文名称：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简称：瑞金农商银行 

2.2 法定代表人：叶虎 

2.3 注册及办公地址：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红都大道

179 号 

注册资本：1.98079743 亿元人民币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2016 年 6 月 30 日 

邮政编码：342500 

2.4 其他有关资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60781MA35JG979N 

2.5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收付款项

及代理保险业务；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2 
 

办理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提

供保管箱服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凭

金融许可证经营）。 

三.主要业务数据 

2018 年，瑞金农商银行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把握固本强基、提质增效的工作总要求，始终坚持“立足本

土、服务社区、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紧紧围绕年度经营

计划，加大营销拓展力度，不断加快发展步伐，在严格防范

风险的前提下，各项业务取得了较好的发展。2018 年末，

各项资产总计724212.44万元，负债总计679160.91万元，

所有者权益 45051.53 万元。 2018 年实现各项收入

37524.87 万元。 

3.1 报告期主要利润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8 年 

利润总额 6757.76 

净利润 5068.32 

投资收益 3493.60 

营业利润 6681.77 

营业外收支净额 75.99 

3.2 截至报告期末的主要会计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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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资本构成及其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营业收入 37387.27 

年末总资产 724212.44 

年末存款余额 643069.53 

年末贷款余额 408832.89 

年末所有者权益 45051.53 

每股收益（元/股） 0.26 

净资产收益率 11.53% 

项目 2018 年 

1、核心一级资本 44791.74 

2、一级资本净额 44791.74 

3、资本净额 49009.99 

4、信用风险加权风险资产 341678.18 

其中：表内加权风险资产 341639.5 

       表外加权风险资产 38.63 

5、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0 

6、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49888 

7、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391566.18 

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1.44% 

9、一级资本充足率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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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利润实现情况 

本行 2018 年实现利润总额 6757.76 万元，同比减少

1810.76 万元；缴纳当期所得税 1689.44 万元；实现净利润

5068.32 万元，同比减少 1358.07 万元。 

3.5 利润分配情况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5068.32 万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507 万元，提取特种专项准备 277 万元，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900 万元。 

四、董、监、高级管理层人员和员工情况 

4.1 董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1 叶虎 男 董事长 

2 林平 男 董事 

3 赖美娟 女 董事 

4 钟水华 男 董事 

5 廖国祥 男 董事 

6 郭运华 男 董事 

7 杨格 男 独立董事 

4.2 监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1 刘广 男 监事长 

2 方立军 男 监事 

3 刘志明 男 监事 

10、资本充足率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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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吉荣 男 监事 

5 刘鹏 男 监事 

4.3 高级管理层 

4.4 员工情况 

2018 年末，本行员工人数 246 人。其中研究生学历 1

人，本科学历 116 人，专科学历 78 人，专科以下 51 人。 

五、公司治理结构 

5.1 机构设置情况 

5.1.1 

本行制定了《股东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严格按照《公

司法》、《章程》及有关法规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实行律师

见证制度，保证了股东依法行使权力。 

5.1.2 董事会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员工董事 5 人，董事会

序号 姓名 
性

别 
职务 

从业

年限 
分管工作范围 

1 林平 男 
党委委

员、行长 
24 

主持经营工作，分管信贷管理

部、清收事业部、运营管理部及

基建工作。 

2 赵宽 男 

党委委

员、副行

长 

9 

 

分管办公室、财务会计部、风险

合规部、信息科技部，三农事业

部、电子银行部、安全保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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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来能够按章办事，认真履职，从宏观众上有效构建起

农商银行持续发展的良好机制和有力支撑。 

5.1.3 监事会 

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非员工监事 3 人，监事会

成立以来能认真履职，有效发挥了长效监督职能，从源头上

成功防范风险。 

5.1.4 高级管理层 

本行高级管理层由总行行长、副行长及监管部门认定的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高级管理层严格执行股东大会、董

事会决议，认真执行年度预算，积极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5.1.5 部门与经营机构情况 

本行内设总行办公室、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财务

会计部、纪检监察室、信贷管理部、审计部、电子银行部、

信息科技部、金融市场部、安全保卫部、运营管理部、风险

合规部 13 个机关部室和三农事业部、清收事业部 2 个事业

部；下辖 1 个营业部、23 个支行，共计 24 个营业网点。 

瑞金农商银行分支机构列表 

分支机构名称 营业地址 联系电话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壬田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壬

田镇中华街中段 

0797-233108

8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东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日

东乡日东圩 

0797-256404

8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龙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叶0797-23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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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乡脚陂村合龙圩 1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叶坪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叶

坪乡云集圩 

0797-230625

5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柏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黄

柏乡新茶亭 

0797-234224

2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柏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大

柏乡大柏圩 

0797-234501

9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林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瑞

林镇卧龙街 130 号 

0797-232206

8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丁陂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丁

陂乡丁陂圩 

0797-232100

5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坝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瑞

林镇下坝村下坝圩 

0797-232000

1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岗面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岗

面乡黄沙圩 

0797-232400

2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田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万

田乡万田圩 

0797-256101

0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堡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九

堡镇九堡圩新华街 

0797-259100

2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石山支

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云

石山乡梅岗圩 

0797-2566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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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洲坝支

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沙

洲坝政府旁边 

0797-234703

3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阳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武

阳镇武阳圩 

0797-231510

6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谢坊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谢

坊镇谢坊圩 

0797-231708

6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拔英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拔

英乡拔英圩 

0797-231303

8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湖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象

湖镇红都大道 288 号 

0797-232724

5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升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象

湖镇东升桥头 

0797-252200

2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放路支

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象

湖镇解放路 42 号 

0797-252370

5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郊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象

湖镇东升大道港龙上宾

首府 2-132-133-135号

店铺 

0797-252544

1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田辽支

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象

湖镇时代广场 

0797-252651

9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都支行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金0797-36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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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道 196 号 6 

5.2 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期共召开股东大会 1 次，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

工作报告、财务预决算方案和股金分红方案等，并对年度工

作计划进行了研究部署。各位股东代表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增进了农商银行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度。 

5.3 报告期独立董事及工作情况 

本期，本行独立董事 1 名，独立董事的人数、构成符合

监管要求和《章程》的规定。报告期内，独立董事能够按照

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要求，忠实履行职责，认真参加股

东会、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会议，维护本行和全体股东的权

益。工作期间， 独立董事尤其关注本行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能够独立履行职责，不受本行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与本行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发表独立意见，

有效履行职责。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没有对本行董事会会议议案及其他

事项提出异议。 

六、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6.1 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7 年末 本期增加 2018 年末 

实收资本 18864.74 943.23 19807.97 

资本公积 3058.85 0 3058.85 

盈余公积 4655.15 783.76 54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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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风险准备 12585.93 903.47 13489.40 

未分配利润 3720.91 -465.51 3256.40 

股东权益合计 42885.58 2165.95 45051.53 

6.2 股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股东类型 2018 年末股本数 占总股本比例（%） 

法人股 7520.37 37.97 

职工股 2484.46 12.54 

自然人股 9803.15 49.49 

6.3 最大十户股东及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法定代表人 
持股额 

（万股） 
占比（%） 

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谢龙平 1892.99 9.56 

赣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袁秀峰 1781.64 8.99 

江西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 谢宜球 723.79 3.65 

福建省长汀县古城弘帅椅业有限公

司 
彭德海 589.28 2.97 

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有限公司 方媛 589.28 2.97 

瑞金市新泰实业有限公司 廖国祥 552.45 2.79 

龙岩市文翔矿业有限公司 林文 491.06 2.48 

江西金一电缆有限公司 钟水华 491.06 2.48 

江西长天实业有限公司 杨国荣 319.19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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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娟平  268.15 1.35 

6.4 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对本行内部人（本行董事、监事、

总行及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股 5%以上

法人股东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保证金

差额部分的授信。本行在处理关联交易业务时，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行的贷款程序和规定操作，定价按照不

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办理，符合诚信、公允原则。 

6.5 股权出质情况 

2018 年末，本行已出质股东户数 56 户，占本行股东总

户数的 4.6%，已出质股金金额 3834.26 万元，占本行股本

总额的 19.36%。 

七、风险管理情况 

7.1 主要监管指标情况 

单位：% 

主要风险指标 2018 年末 监管要求 

资本充足率 12.52 ≥10.5 

流动性比例 52.31 ≥25 

不良贷款率 3.47 ≤5 

成本收入比率 28.12 ≤35 

贷款损失准备覆盖率 302.87 ≥150 

7.2 贷款风险分类和不良贷款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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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末余额 占比（%） 

正常 389971.8 95.39 

关注 4678.54 1.14 

次级 4678.68 1.14 

可疑 8577.63 2.1 

损失 926.24 0.23 

7.3 不良贷款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末，本行不良余额为 14182.55 万

元，不良贷款率 3.47%。 

7.4 贷款损失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计

提 
本期核销 转回 

其他 

变化 
期末数 

贷款

损失

准备 

39515.54 13601.5 
11664.0

5 
1501.42  42954.41 

7.5 主要表外项目情况 

银行承兑汇票期初余额 0 元，本年度未发生该项业务。 

八、本行面临的各类风险及防范对策 

8.1 面临的各种风险及相应对策 

报告期内，本行积极落实风险管理建设工作，继续强化

内控管理，完善内控制度，有效提升了本行风险管理工作，



13 
 

促进了各项业务稳健发展，资产质量进一步上升，期末主要

风险指标均达到或高于监管标准。 

8.1.1 信用风险状况 

针对信用风险，本行 2018 年度以“着力打好违规行为

整治攻坚战”为主线，科学处理风险管理于业务发展的关系，

一是加强信贷结构调整，明确支农支小为重点投向，贯彻国

家信贷政策，转型发展方式。二是完善信贷风险管理机制，

制定了小额信用贷款、百福居民贷、房屋按揭贷款、诚商信

贷通、综合授信等一系列信用风险管理制度，持续关注国内

外宏观经济形势，有效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贷款客户风险，

进一步加大风险贷款的监测、分析、评估和化解力度，做到

业务经营与风险防控“两手抓”。三是建立信用风险管理工

具，制定《全面风险管理办法》，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

设，提升本行风险管理水平。四是加强同业业务风险管理，

制定《资金业务管理办法》、《同业授信管理办法》等制度，

通过市场准入、授信管理、平台参与等方式合规、审慎开展

同业业务。 

8.1.2 市场风险状况 

针对市场风险，本行进一步建立完善市场风险管控机制，

将市场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实现经风险调整收益率最

大化，根据业务发展需求，自身风险控制能力和市场风险外

部形势，确定主要业务限额标准。按照各类债权投资的预期

损失计提减值准备，审慎制定处置方案，对重大风险事件执

行全行统一处置策略，满足新资本协议达标要求和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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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监管要求。同时，本行明确了市场风险管理职责分工，

加强对市场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能力，按照收益

覆盖风险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利率定价机制，确实防范利率

风险，积极关注各类金融市场变化尤其是同业拆借等价格敏

感型业务，依法合规拓展金融市场业务。 

8.1.3 操作风险状况 

操作风险是指由内部高管人员、员工违规操作或业务制

度流程缺陷而引发的经营风险。本行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防范操作风险： 

一是深入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结合实际制

定了《瑞金农商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办法》、《瑞金农商银行

2018年案件防控工作指导意见》和《瑞金农村商业银行2018

年案件风险排查工作计划》，强化了公司法人治理，构建了

以董事会承担最终责任、监事会承担监督责任、高管层承担

实施责任，各部门、各网点承担直接责任的风险管控体系；

二是大力强化合规管理，按照银监部门和省联社要求组织开

展了“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违规行为整治攻坚战”

专项治理，围绕信贷业务、票据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全面风险

排查，组织开展了“清雷行动”和员工异常行为专项治理，

有效遏制违规行为，进一步增强了全员依法合规意识。三是

开展事后监督检查，推进业务流程、员工操作规范化。全年

开展了序时常规审计、委派会计履职考核、员工离职审计、

反洗钱审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审计、深化整治银行业市

场乱象”、“违规行为整治攻坚战”等专项治理排查工作，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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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信贷业务、票据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全面风险排查，组织开

展了“清雷行动”和员工异常行为专项排查，有效防范了操

作风险。 

8.1.4 声誉风险状况 

2018 年度，本行未发生由经营、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

部事件导致利益相关方对我行负面评价的风险事件。 

九、资本管理计划 

为持续满足资本监管要求，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增加利

润积极积累作为提高资本的首要途径。不断优化资产结构，

缩减高资本消耗业务，积极发展低资本消耗业务，实现我行

经营战略转型。 

十、其他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案件、重大差错等情况。 

（三）报告期内本行各项业务合同履行情况正常，无重

大合同纠纷发生。 

（四）报告期内，本行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受到监

管部门和司法部门处罚。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无需要

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十一、本行 2018 年度财务报告经赣州天平联合会计师

事务所按国内审计准则审计，注册会计师余慕才、黄平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赣天平会师审字（2019）第

0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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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度信息披露表 

2.经审计认定的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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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信息 

披露表 

单位 ：人、%、元、次 

指标 
 报告期 

（2018 年末）  

基期  

（上一年末） 
增减幅度 

职工人数 246.00  254  -3.15  

股东人数 1219.00  1230  -0.89  

资本充足率 12.52  13.52  -7.40  

股本金总额 198079743.00  188647374.00  5.00  

不良贷款比例 3.47  3.73  -6.97  

不良贷款余额 141825488.50  132020186.50  7.43  

清收不良贷款额  28771787.01  20249192.72  42.09  

贷款余额 4088328889.39  3540954248.51  15.46  

存款余额 6430695293.77  6102598393.76  5.38  

费用总额 80124805.44  76495179.22  4.74  

收入总额 375248686.56  372594285.39  0.71  

本年利润 50683225.58  64263919.60  -21.13  

每股红利 0.12  0.10  20.00  

“三会”召开次数 9.00  9.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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