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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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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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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保证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广丰广信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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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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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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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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xvban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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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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资金：1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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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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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较上年增减（%）

资产总额 429,655.69 367,595.83 16.88

发放贷款及垫款原值 251,503.28 215,309.41 16.81

负债总额 382,945.53 326,235.76 17.38

吸收存款 352,221.01 302,912.93 16.28

股本 11,550.00 11,550.00 -

资本公积 1,720.00 1,720.00 -

盈余公积 4,396.17 3,711.01 18.46

一般风险准备 3,580.32 3,580.32 -

未分配利润 25,463.68 20,798.75 22.43

股东权益合计 46,710.16 41,360.07 12.94

二、报告期主要利润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较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17,936.61 15,717.09 14.12

业务及管理费 5,036.16 4,860.67 3.61

资产减值损失 3,352.07 1,745.21 92.07

营业利润 9,468.81 9,030.99 4.85

利润总额 9,371.72 9,001.30 4.12

净利润 6,851.59 6,500.68 5.40



第 4 页

三、报告期主要监管指标

单位：%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较上年增减

资本充足率 20.08 20.34 -0.2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9.00 19.27 -0.2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9.00 19.27 -0.27

流动性比例 169.69 140.04 29.65

贷款拨备率 3.33 3.57 -0.24

拨备覆盖率 240.91 227.34 20.87

成本收入比 28.17 31.50 -3.33

第三节 普惠金融情况

本公司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小微”的市场定位，认真贯彻

落实各项政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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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获得“新时代江西‘普惠金融 建功

立业’2019 年优秀单位”“2020 年度上饶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勇

当逆行者 争做急先锋’突出贡献奖”荣誉称号。

1.加快推进“1+3+N”信贷战略落地，树立了“热情、真实、

高效、共赢”的信贷文化，推动支农支小业务的开展。截至 12

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17366.69 万元，较年初增加

31740.55 万元，增速 17.1%。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户数 7225 户，

较年初增加 1478 户。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197514.22 万元，较

年初增加 28582.81 万元，完成两增两控监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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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投身到支持复工复产、“六稳”“六保”工作中，创

新推出“同舟贷”优惠利率贷款，帮助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制造业、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通过提高信用贷款额度，下调普惠小微信

用贷款利率，不断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比。针对疫情前经营

正常、受疫情冲击经营困难的客户，2020 年办理了延期还本付

息金额 7.94 亿元。

3.积极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一百千”行动，加大进

企业宣讲对接力度。通过村委会推荐、行业协会推广、给小区业

主一封信等形式，加大主动授信力度。扎实开展金融夜校、防范

非法集资、防范电信诈骗等金融普法工作，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

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第四节 风险管理情况

（一）信用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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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1.52

万元，不良贷款率为 1.38%，不良贷款率逐步下降，资产质量稳

步提升。

（二）流动性风险。本公司在经营发展中坚持盈利性、流动

性和安全性三者的统一，坚持“量入为出”，不断加强和完善流

动性风险指标的监测工作，建立流动性风险管理报告制度，制定

流动性风险前瞻性管理计划，保持合理的现金备付能力，积极应

对市场流动性变化，着力优化资产负债期限和结构。截至 12 月

末，本行流动性比例 169.69%，较年初增加 29.65%；优质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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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充足率 195.78%，较年初增加 46.70%；核心负债比例 85.84%，

较年初增加 13.9%；流动性缺口率 92.91%，较年初增加 35.14%。

各项指标均满足监管要求。

（三）市场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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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条线发展总体上秉持“稳

健、保本”的经营策略，避免未来利率波动带来的收益冲击。

（四）操作风险。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遵循银保监会《商

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等要求，建立了操作风险管理体系。

2020 年开展了会计业务“飞行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整改要求及管理建议。通过此次检查有效发现了部分

会计基础薄弱的网点，并对会计基础薄弱的责任人员进行了业务

辅导，有效提升全行会计业务内控管理能力。开展了他项权证核

查工作，保障信贷资产安全。

（五）合规风险。本公司根据各项实际业务开展需要，2020

年对信贷、柜面规章制度进行增删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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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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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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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和规章制度，扎实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第五节 股本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化。报告期末，本公司股本

为 11550 万元。

第六节 公司组织构架及治理情况

一、组织架构

本公司股东大会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是本公司的最高权力

机构。本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为公司的常设权力机构和经营决

策机构，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罢免。本公司设监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

并报告工作，监事会由三人组成，分别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

同组成。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股东代

表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本公司设行长一名，任职资格经上饶银

保监分局核准后由董事会聘任。

本公司设有风险合规部、审计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客

户部、营业部等九个部门，下设广场支行、洋口支行、五都支行、

下溪支行四家分支机构。在岗职工 98 人，其中总部 44 人，分支

机构 54 人，女职工比例 52%。

二、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1.报告期内，董事会完成了独立董事的调整工作，潘建平调

整为韩洪灵。报告期末，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5 人。

2.报告期内，监事会成员未发生变化。报告期末，本公司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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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成员为 3 人。

3.报告期内，本公司聘任了行长助理 2 人。报告期末，本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为 3 人。

三、股东大会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1 次。2020 年 4月 23 日

召开了第二十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9 年董事会工作

报告、2019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对 2019 年度董监事、高

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2019

年度财务决算暨 2020 年财务预算报告等 15 项议案。

四、董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召开董事会 4次，先后审议通过了广丰

广信村镇银行经营情况分析报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9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20-2022 年经营发展规

划、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暨 2020 年财务预算报

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9 年度利润拟分配方案的预案、广丰

广信村镇银行 2019 年度关联交易报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9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等重要内容，为公司各项业务发展

作出了重要战略决策部署，有效推动公司稳健经营发展。

独立董事韩洪灵能按照规定出席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会

议，并且有效发表了自己的独立意见。

五、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召开监事会 4次，先后审议通过了广丰

广信村镇银行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暨 2020 年财务预算报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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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利润拟分配方案的预案、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9 年度

关联交易报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19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报告、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2020-2022 年经营发展规划等重要内

容，积极参与到董事会和公司的监督管理工作当中，督促公司各

项工作合规、有序开展，为各项业务稳健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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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无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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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母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母公司

名称
注册地

业务

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公

司的持股比例

(%)

母公司对本

公司的表决

权比例(%)

上饶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

区五三大道 107 号
金融

业
3,192,649,374 29.07 29.07



第 10 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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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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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34,756.37 44,585,218.96

上饶市广丰区广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10,478.03 5,179.05

王子能 利息支出 244.99 20.17

王玉珍
利息收入 / 47,044.00

利息支出 18.38 950.13

2、其他关联交易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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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银行每年按本公

司年末资产总额的万分之五向本公司收取提供运营业务系统的

年度服务费用。2020 年度计提的系统服务费用为 2,148,278.45

元。

(四) 未结算项目款项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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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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121,701.95 636,543,730.59
其他负债 8,158,278.45 6,010,000.00

上饶市广丰区广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吸收存款 1,531,181.37 1,170,256.53
王子能 吸收存款 4,088.31 680.21
王玉珍 吸收存款 2,068.70 55,066.44

第八节 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本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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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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