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泽农商银行 2019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2019 年，彭泽农商银行深入贯彻落实省联社年会精神，

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打造质量效益型银行，始终把质效作为

第一标准，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专业化、精细化和集约化水

平，紧紧围绕工作目标，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各项业务和

管理工作迈上新的台阶，现将 2019 年度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法定机构名称：江西彭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彭泽农商银行”）

（二）法定代表人：曹展兴

（三）注册资本：26258 万元

（四）网点分布情况：彭泽农商银行现有营业网点 21

个，具体分布情况是：县城网点 4 个，乡镇网点 17 个，主

要分布在棉船镇、马当镇、芙蓉墩镇、定山镇、太平关乡、

天红镇、杨梓镇、东升镇、浩山乡、浪溪镇、黄花镇、黄岭

乡、太泊湖开发区、乐观乡、湖西乡、泉山乡、和团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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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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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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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有关信息

联系地址：彭泽县龙城大道 1286 号

邮政编码：332700

联系电话：0792-5670688

注册地址：江西省彭泽县

金融许可证号：B0940H33604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MA35JAF2XC

二、主要会计和业务数据

（一）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1.2019 年末，资产总额 687298 万元，比年初增加 42408

万元，增幅 6.58%，其中：各项贷款余额 451109 万元，比年

初增加 50836 万元，增幅 12.70%。

2.2019 年末，负债总额 643889 万元，比年初增加 35858

万元，增幅 5.90%；其中：各项存款余额 628173 万元，比年

初增加 54005 万元，增幅 9.41%。

3.2019 年末，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43408 万元，比年初增

加 6549 万元，增幅 17.77%，其中：股本金 26258 万元，比

年初增加 5200 万元，增幅 24.69%；盈余公积 4221 万元，较

年初增加 292 万元，增幅 7.43%；一般风险准备 10732 万元，

较年初无变动；未分配利润 2197 万元，比年初增加 1057 万

元，增幅 92.72%。

（二）财务收支和利润情况



1.2019 年末，各项收入 32317 万元，同比增加 683 万元，

增幅 2.16%,其中：利息收入 22737 万元，同比增加 1774 万

元，增幅 8.46%；金融机构往来收入 7198 万元，同比下降

1670 万元，降幅 18.83%；中间业务收入 290 万元，同比增

加 3 万元，增幅 1.05%；投资收入 1946 万元，同比增加 709

万元，增幅 57.32%；其他业务收入 19 万元，同比下降 60 万

元，降幅 75.95%。

2.2019 年末，各项支出 29897 万元，同比下降 1737 万

元，降幅 5.49%。其中：利息支出 12495 万元，同比增加 2173

万元，增幅 21.05%；金融机构往来支出 47 万元，同比下降

451 万元，降幅 90.38%；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09 万元，同比

增加 26 万元，增幅 14.21%；业务及管理费 8231 万元，同比

增加 56 万元，增幅 0.68%；其他业务支出 7 万元，同比下降

3 万元，降幅 30%；营业税金及附加 182 万元，同比增加 61

万元，增幅 50.83%；资产减值损失 7796 万元，同比下降 4293

万元，增幅 35.51%。

三、主要监管指标

2019 年末，我行资本充足率 8.25%，核心资本充足率

8.25%，贷款损失准备覆盖率 74.7%，贷款拨备率 3.69%，不

良贷款率 4.94%，流动性比例 35.08%，成本收入比 42.38%。

四、股金情况



（一）股金结构。2019 年末，股本余额为 26258 万元，

其中：法人股 12943 万元，占股本总额的 49.29%；自然人（含

职工自然人）股金 13315 万元，占股本总额的 50.71%，其中：

职工自然人股金 2979 万元，占股金总额的 11.35%；

（二）股权出质情况。截止 2019 年未，我行已出质股

权 5164 万元，占股金总额 19.67%；其中：在本行出质股金

反担保户数 63 户，金额 4728 万元，占股金总额的 18.01%；

在他行质押笔数为4笔，金额436万元，占股金总额的1.66%。

（三）增资扩股情况。2019 年，我行先后成功获得九江

银保监分局批准、中国证监会定向增发 8000 万股股份核准，

截止 2019 年末，已募集 5200 万股。

（四）最大十户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变化情况

股权性质2018 年度

余额

2019 年度

余额

报告期增

减
持股比例

1 彭泽县城市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 1500.00 1500.00 5.71 投资股

2 彭泽县丰沛建材有限公司 0 1052.80 1052.80 4.01 投资股

3 彭泽县恒顺物流有限公司 1017.64 1017.64 0 3.88 投资股

4 九江市江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17.64 1017.64 0 3.88 投资股

5 九江凯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0 1010.71 1010.71 3.85 投资股

6 彭泽县桃花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0 837.98 837.98 3.19 投资股

7 彭泽县根发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749.84 749.84 0 2.86 投资股

8 九江市六小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23.33 723.33 0 2.75 投资股

9 彭泽县郭桥农副产品收购有限公司 1006.72 692.72 -314.00 2.64 投资股

10 九江永恒建设有限公司 0 580.00 580 2.21 投资股

五、董事、监事和员工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1 曹展兴 男 董事长

2 潘少星 男 行长

3 郑峰 男 副行长

4 江先来 男 独立董事

5 张松平 男 董事

6 周文广 男 董事

7 周晓亮 男 董事

8 黄国平 男 董事

9 陆乐初 男 总经理

10 吴向洲 男 总经理

（二）监事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1 何晓林 男 监事长

2 刘精鼎 男 职工监事

3 汪志洋 男 职工监事

4 江栋 男 监事

5 欧阳宏 男 监事

6 夏晖 男 监事

（三）员工情况

2019 年末，彭泽农商银行员工共 238 人。其中：职员

206 人、代办员 27 人、劳务派遣工 5 人。

2019 年，彭泽农商银行严格按照监管部门及省联社关于

支农支小及经营定位监测考核要求，持续加大涉农和小微企

业贷款的投放力度，一是推动信贷稳健均衡投放。各支行要

密切关注信贷投放工作进展，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有针对

性、合理有序地做好各月信贷投放工作部署，确保均衡投放

和实现全年的目标。二是落实四扫营销常态化，农区整村推

进，城区网格覆盖的要求，加快四扫成果转化，努力把潜在



的客户转化为现实的客户，充分挖掘客户有效信贷需求。认

真分析当前贷款客户同比增速下降或增量大幅减少的深层

次原因，结合“深度四扫”等业务拓展工作，扎实做好老客

户的维护和新客户的拓展工作，切实提高贷款客户数量，提

升贷款规模的保有量。三是加快信贷产品优化和创新。重点

支持城乡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旅游、绿色

生态和精准扶贫，先后推出产业扶贫贷款、“薪易贷”贷款

等产品；四是着力优化信贷投放结构，继续加大 1000 万元

以下特别是 100 万元以下小额贷款的投放力度，持续调整优

化贷款结构。2019 年，彭泽农商银行涉农贷款占比 72.93%，

小微企业贷款占比 58.67%。“财园信贷通”余额 32443.68

万元、“诚商信贷通”余额 11740.4 万元、“财政惠农信贷

通”余额 9679.5 万元、“产业扶贫贷款”余额 1550 万元，

市场份额均在 38%以上。

七、风险管控情况

2019 年，我行积极贯彻国家和江西经济金融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省联社年会精神，把风险管理放在突出位置，健全

架构，完善机制，抓住重点，主动创新，风险指标、合规基

础更加牢固、机构网点安全运行，继续实现了无经济案件、

无经济损失的良好成效。一是深入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制机

制建设，制定了全面风险管理达标建设方案，开展了“两会

一层”风控责任落实专项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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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银监部门要求开展了“屡查屡犯”、“重点领域风

险排查”、“市场乱象”专项治理，围绕贷款、票据等重点

领域风险排查，组织开展员工异常行为专项治理，坚决遏制

违规行为，进一步增强全员依法合规意识；三是深入开展内

部审计，对全辖网点开展了常规序时审计，先后组织开展了

干部离任审计、尾箱情况专项检查、资金业务专项审计、案

件风险排查、新增不良贷款等专项审计。

八、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

2019 年，在总行党委、董事会的高度重视下，各部门、

各营业网点齐心协力，分工配合，认真落实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各项工作要求。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消保工作机制，制

定了《彭泽农商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办法》《彭泽

农商银行投诉处理办法》等制度，明确组织架构、工作职责

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二是进一步强化消保工作履职，总

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职能部门等公司治理各层组织都能

增强消保意识，严格按照要求，积极落实消保工作职责；三

是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先后组织开展了“金融知识

进万家”、“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3.15”金融消费者

权益日，“守住钱袋子”，“金融消保，我们在行动”，“金

融知识普及月”等多项宣传教育活动；四是加强消保队伍建



设，开展了消保内部培训、外部交流、技能培训，提高消保

工作水平。

九、法人治理

2019 年，彭泽农商银行“三会”召开正常，召开股东代

表大会 1 次，董事会 4 次，监事会 4 次，所议定事项均得到

落实，并履行了向“三会”报告的程序。

本单位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

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以上披露的信息真实、

完整、准确，有关数据与财务报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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