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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报

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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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大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董事长俞直华，行长兼财务负责人俞建华保证年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广丰广信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第一节 公司简介

一、注册名称：广丰广信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英文名称：GUANGFENGGUANGXINCOUNTYBANKCO.,LTD

以下简称“本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俞直华

三、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永丰街道西门居光明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4600

四、选定的信息披露方式

年度报告披露网站：www.gxvbank.cn

年度报告置放地点：本公司办公室及主要营业场所

联系电话：0793-2631563

电子邮箱：gxvbank.126.com

五、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及住所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一号学院国际

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010-82330558

传真：010-82327668

六、其他有关信息

经银监会批准开业日期：2010 年 2 月 1 日

金融许可证编码：S0004H336110001

注册登记日期：2010 年 2 月 3 日

http://www.gxvbank.cn


登记地点：上饶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注册资金：1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05508580285

七、经营范围

本公司经批准的经营范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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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或资质证经营）。

第二节 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

一、报告期主要利润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18 年末数据 17 年末数据
本年比上年

增减（%）

营业收入 15,453.88 13,732.94 12.53

营业支出 7,412.35 6,232.26 18.94

税金及附加 102.85 86.36 19.09

业务及管理费 4,554.65 4,191.56 8.66

资产减值损失 2,754.85 1,954.35 40.96

营业利润 8,041.53 7,500.68 7.21

加：营业外收入 9.12 11.10 -17.84

减：营业外支出 25.01 17.20 45.41

利润总额 8,025.63 7,494.58 7.09

减：所得税 2,009.34 1,875.61 7.13

净利润 6,016.30 5,618.97 7.07



二、报告期资产负债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18 年末数据 17 年末数据
本年比上年

增减（%）

资产总额 322,923.36 289,731.79 11.46

负债总额 287,183.98 259,508.70 10.66

三、报告期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18 年末数据 17 年末数据
本年比上年

增减（%）

股本 11,000.00 10,000.00 10.00

资本公积 1,720.00 1,720.00 -

盈余公积 3,060.94 2,459.31 24.46

一般风险准备 3,580.32 3,580.32 -

未分配利润 16,378.13 12,463.47 31.41

股东权益合计 35,739.39 30,223.09 18.25

四、报告期资本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18 年末数据 17 年末数据
本年比上年

增减（%）

资本净额 36,146.25 30,967.39 16.72

一级资本 34,261.11 29,176.98 17.43

二级资本 1,885.14 1,790.41 5.29



五、报告期内主要监管指标

单位：%、元

主要指标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资本充足率 20.32 18.61

一级资本充足率 19.26 17.5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9.26 17.53

存贷款比例 68.59 65.43

不良贷款比率 1.85 1.95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1.38 1.61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1.38 1.61

流动性指标 100.31 48.85

贷款拨备率 3.81 3.85

拨备覆盖率 206.47 197.04

成本收入比 29.57 30.89

每股净资产 3.25 3.02

六、贷款损失准备金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18 年末数据

期初余额 6,068.61

加：报告期计提 2,669.62

收回核销额 205.34

减：报告期核销额 1,945.40

期末余额 6,998.17



第三节 支农支小情况

广丰广信村镇银行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根植村镇，服务

三农、支持小微”的经营宗旨，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全面开

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着力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效。

1.专注支农支小。截止 12 月底，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5.81 亿元，高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 4264

户，高出上年同期 2163 户，符合“两增两控”监管目标。全行

涉农贷款余额 16.06 亿元，辖内行政村居金融服务覆盖率为

27.4%，金融服务正不断向农村薄弱区域渗透。

2.扩大受众范围。从市场需求和降低客户成本的角度出发，

通过下调利率、继续推行无还本续贷政策，累计帮助客户节省资

金成本约 3291 万元。同时，加大宣传推广与服务渗透，先后开

展了进乡村办推广会、参与商会合作等大型活动 16 场，并在城

区、乡镇投入灯箱、小区、横幅等宣传版面 538 处，进一步做实

小微和三农市场。

3.提高办贷效率。成立了优化信贷流程领导小组，分别从产

品设计、风险控制、合同文本等方面开展全流程优化工作，努力

做到让客户只跑一次。积极拥抱金融科技，推出移动办贷平台，

在提升办贷效率的同时，不断提升客户体验度。

第四节 风险管理情况

（一）信用风险状况。报告期内，本公司持续加强信用风险

管控，提高信贷资产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从严认定贷款五级

分类，贷款五级分类准确性不断提高，12 月末，不良贷款余额



3389.4 万元，不良贷款率为 1.85%，不良贷款逐步下降，资产质

量有所提升。

（二）流动性风险状况。报告期末，本公司流动性比例

100.31%；核心负债依存度 61.88%；表内存贷比 68.59%；90 天

内流动性缺口率 47.5%。流动性风险指标总体运行平稳，各项风

险指标满足监管要求。本公司完善了《广丰广信村镇银行流动性

风险管理办法》《广丰广信村镇银行流动性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等相关制度防范流动性风险，2018 年度进行了四次流动性的压

力测试，并在上饶市银监分局牵头下，签订《上饶辖区村镇银行

流动性风险救助协议书》，与发起行签订《流动性救济协议》等

方式，建立流动性互助关系；结合《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

法（试行）》新规，做好新量化指标的引入监测，夯实流动性管

理。

（三）市场风险状况。报告期内，本公司金融市场业务资产

端采取资产与负债久期匹配的策略，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本公司

金融市场业务仅为同业存放资金业务。业务条线发展策略总体上

秉持“稳健、保本”的经营方针，锁定利率，避免未来利率波动

带来的收益冲击。

（四）操作风险状况。报告期内，本公司通过进一步加强内

部监督和控制，规范和完善业务授权管理，修订完善制度，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有效防范操作风险。结合会计业务授权工作实际

情况，制定了《广丰广信村镇银行会计业务授权管理办法》《广

丰广信村镇银行新员工会计业务考核管理办法》；通过组织各项



业务培训，加强了会计人才梯队建设。在内部监督和控制上，通

过开展常态化“飞行检查”、“综合整治市场乱象”现场检查、

各类全面及专项检查，使内部检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进

一步提高了操作风险防范力度。

（五）合规风险状况。本公司根据各项实际业务开展需要，

2018 年对信贷及前台柜面开展了流程优化工作，适时地对规章

制度进行增删修订，有效实现规章制度的风险评估与识别，进一

步完善了本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工作。在合规培训及检查方面，

除了相应的业务规章、业务知识的培训外，本公司还根据最新法

律法规动态，发布风险提示书，提示业务法律、合规风险。

（六）声誉风险状况。为防范声誉风险，本公司制定了《广

丰广信村镇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办法》《广丰广信村镇银行声誉风

险应急预案》《广丰广信村镇银行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工作机制》

《广丰广信村镇银行宣传工作暂行管理办法》《广丰广信村镇银

行官方微博、微信公众账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等一系列

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2018 年本公司受理各类投诉零件。

第五节 股本及股东变动情况

一、报告期股本变动情况

2018 年 4 月 20 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七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7 年度利润拟分配预案》，以现有总股

本 10000 万股为基数，向所有股东每 10 股派 0.5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送红股 1 股(含税)，共分派现金分红 500 万元、股份股



利 1000 万元。并经《上饶银监分局关于广丰广信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饶银监复[2018]51 号）批准，

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1000 万元。2018 年 6 月 8 日取得上饶

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

二、本公司前十大股东信息如下：

单位：万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数 期末数 比例%

是否存在

股权质押

1 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907 3197.7 29.07 否

2
上饶市广丰区广发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1000 1100 10 否

3 王子能 900 990 9 否

4 王玉珍 600 660 6 是

5 黄令炎 400 440 4 否

6 毛瑞宇 400 440 4 是

7 祝建设 400 440 4 否

8 叶震勇 400 440 4 是

9 俞直华 399 438.9 3.99 是

10 徐江华 350 385 3.5 否

第六节 本公司构架及治理情况

一、本公司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设有营业部、客户部、金融事业部、

风险合规部等九个部门，下设广场支行、洋口支行、五都支行、

下溪支行四个分支机构。在岗职工 89 人，其中总行机构 40 人，

分支机构 49 人，女职工比例达 56%。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

本行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
其他单位

职务

领薪

（√）

董事长 俞直华 男 44 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 √

董事 俞建华 男 49 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 √

董事 王子能 男 61
上饶市建信实业有

限公司
董事长 －

董事 吕竑飞 男 50
上饶市广丰区城市

建设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

独立董事 潘建平 男 42
上海积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董事长 √

（二）监事

本行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
其他单位

职务

领薪

（√）

监事会主席 华喆 男 33 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 √

监事 黄令炎 男 57
江西福昌房地产有

限公司
董事长 －

监事 李皓 男 26 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 √

（三）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本行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从业年限

1 行长 俞建华 男 49 28



三、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1.报告期内，董事会成员未发生变化。报告期末，本公司董

事会成员为 5 人。

2.报告期内，经第十七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吴伟同志辞去

第三届监事会主席职务，同时新增李皓同志为第三届监事会成

员。2018 年 4 月 20 日，经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华喆同

志担任第三届监事会主席（2018 年 6月 14 日获上饶银监分局备

案回复通知书）。报告期末，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为 3 人。

3.报告期内，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并经第十七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聘任俞建华同志为行长职务（2018 年 7 月 3 日获上

饶银监分局任职资格批复）。

四、股东大会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1 次。2018 年 4月 20 日

召开了第十七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了《广丰广信村镇银行董事

会 2017 年工作报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监事会 2017 年工作报

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8 年财务收支计划》《广丰广信村

镇银行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广丰广信村镇银行章程修

正案（2018 年）》《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关于调整监事会

成员的议案》《广丰广信村镇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广丰广信村

镇银行薪酬制度办法（2018 年修订）》《关于调整总部大楼概

算的议案》。

五、董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第五次、第

六次、第七次会议共 4 次，先后审议了《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8



年财务收支计划》《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广丰广信村镇银行章程修正案（2018 年）》《关于聘任

行长的议案》《广丰广信村镇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关于调整总

部大楼概算的议案》《广丰广信村镇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广

丰广信村镇银行呆账贷款核销管理办法（草案）》等重要内容，

为全行各项业务发展作出了重要战略决策部署，有效推动全行稳

健经营发展。

独立董事工作情况。潘建平分别出席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会议，能按照规定出席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并发表了自己的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先后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第四次、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会议共 5 次，先后审议了《广丰广信村

镇银行 2018 年财务收支计划》《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7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广丰广信村镇银行章程修正案（2018 年）》

《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广丰广信村镇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关

于调整总部大楼概算的议案》《广丰广信村镇银行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广丰广信村镇银行呆账贷款核销管理办法（草案）》等

重要内容，积极参与到董事会和公司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当中，

督促全行各项工作合规、有序开展，为公司业务稳健发展、强化

风险控制、完善公司治理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七节 重要事项

一、重大托管、承诺、委托资产管理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托管、承诺、委托资产管理事项。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因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增加注册资本

1000 万股，并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办理工商变更，变更后注册资

本为 11000 万股。

四、名称和注册地址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名称和注册地址未发生变更。

五、设立异地分行

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未设立分行。

六、对外投资事项

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无对外投资事项。

七、关联交易事项

(一) 本公司持股 5%及以上的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上饶市广丰区广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持股 5%及以上的股东

王子能 持股 5%及以上的股东

王玉珍 持股 5%及以上的股东

(二) 关联交易情况

1、收取利息和支付利息的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名称 对应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1,775.49 968.26



关联方名称 对应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上饶市广丰区广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7.45 8.50

王玉珍 利息收入 25.41

2、其他关联交易

本行与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系统托管协议》，根据

协议：2010 年度至 2013 年度，上饶银行无偿向本行提供运营业

务系统的服务；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上饶银行每年按本行年

末资产总额的万分之五向本行收取提供运营业务系统的年度服

务费用。2017 年度、2018 年度本行计提的系统服务费用分别为

145 万元、162 万元。

(三) 未结算项目款项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名称 对应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放同业款项 68,787.18 21,336.48

其他负债 417.00 255.00

上饶市广丰区广发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吸收存款 828.14 3,214.83

王玉珍
发放贷款及垫款 99.98

吸收存款 5.22 6.33

第八节 财务报告

本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师李国平、梁华签字，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财务报告全文见附件。

附件：广丰广信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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