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2019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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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9 年度按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已经安徽嘉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中文名称】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英文名称】ANHUI DANGTU XINHUA COUNTY BANK CO.,LTD.

【法定代表人】何永发

联系地址：当涂县振兴路 314 号

邮政编码：243100

电话：0555-6785901

传真：0555-6785902

网址：http://www.xhbank.net

【其他有关资料】

注册登记日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注册登记地点：马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006989807673

税务登记号码: 913405006989807673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嘉华会计师事务所

【营业网点情况】本行下辖本级营业部和博望、翠竹、石桥、亭头、提署 6 家

支行

第三节 公司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一、报告期内主要利润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利息净收入 2871.92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8.29

其他业务收入 0

营业支出 1476.54

营业利润 1387.09

加：营业外收入 8.74

减：营业外支出 30.76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前的利润总额 1365.07

减：资产减值损失 0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后的利润总额 1365.07

减：所得税 159.16

净利润 1205.90

二、截止报告期末的补充财务指标

单位：%

主要指标 监管要求 2019 年度

资本充足率 ≥10.5 25.79

核心资本充足率 ≥5 24.68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75 65.18

不良贷款比率 ≤5 1.03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0 9.29

最大单一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9.29

拨备覆盖率 ≥150 293.12

流动性比例（人民币） ≥25 91.18

拨贷比 ≥2.5 3.02

杠杆率 ≥4 12.03

净上存主发起行资金比例

(2014 年执行）
≤30 21.14

三、资本的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2318.57

一级资本净额 12318.57

资本净额 12870.08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24.68

一级资本充足率% 24.68

资本充足率% 25.79

第四节 股本变动和股东情况

一、股本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除 1 名法人股东因公司决策，2名

自然人股东因个人原因申请股权转让外，股本总额及股东组成均未发生变化。

二、股权结构情况

本行发起设立的总股本 10000 万股。包括自然人股 3330 万股，占股份总额

的 33.3%；法人股 6670 万股，占股份总额的 66.7%。（注：本公司股份均为非

上市流通股份）

三、股东情况

（一）法人股东情况

法人股东持股 6670 万股，占总股本的 66.7%。具体情况如下：

本行法人股东名单： （单位：万股、%）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入股金额
入股金额占

总股份比例

1 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市雨山区红旗南路 1659 号 4300 43%

2 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275 号 1000 10%

3 安徽天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市雨山区工业园 200 2%

4 马鞍山市鑫海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湖西南路 155 号 500 5%

5 马鞍山市中亚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当涂县博望镇平桥开发区 500 5%



6 安徽中瑞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当涂县博望开发区 200 2%

合计 6670 66.7%

（二）自然人股东情况

自然人持股 3330 万股，占总股本的 33.3% 。具体情况如下：

本行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名单：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入股金额 持股比例

1 夏克周 500 5.00%

2 邰正彪 500 5.00%

3 孙英伟 500 5.00%

4 韩仁宝 100 1.00%

5 刘殿瑶 100 1.00%

6 黄子倩 100 1.00%

7 张新江 100 1.00%

8 许佩兰 90 0.90%

9 高礼明 60 0.60%

10 徐成彬 60 0.60%

第五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一、本公司董事会由 4名成员组成，董事列表如下：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

王 智 1984.11 男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董事

陆启湖 1964.10 男 硕士 安徽昕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许齐宝 1971.02 男 大专 马鞍山市中亚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

杨春华 1965．01 女 硕士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二、本公司监事会由 3名成员组成，监事列表如下：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

徐荣玲 1967.09 女 本科 马鞍山农商行村镇银行村镇银行、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监事长

尚慧娟 1987.10 女 本科 西安长安新华村镇银行 监事

夏克周 1963.01 男 本科 安徽华夏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

王 智 1984.11 男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行长

陶能谦 1962.06 男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副行长

周 红 1969.05 女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副行长、提署

支行行长

王媛媛 1988.09 女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营业部主任

芮芳芳 1988.10 男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市场部主任

孙 庆 1985.10 女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翠竹支行 翠竹支行行长

邢文东 1990.01 男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石桥支行 石桥支行行长

马俊臣 1990.09 男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博望支行 博望支行行长

高 群 1987.10 女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亭头支行 亭头支行行长

尚慧娟 1987.10 女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贷后管理部主

任

俞月敏 1990.02 女 本科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办公室主任

第六节 部门设置情况

一、部门设置

本行总行除设行长室和副行长室外，另设营业部、市场部、贷后管理部、

合规部、办公室 5个部门。其中营业部属直接面向客户的前台业务经营部门，

市场部属于面对客户贷款业务及内部管理的风险控制部门。

二、各部门职能

部 门 职 责

营业部 主要负责办理全行的结算、现金调运等业务、主要负责财务

市场部 主要负责公司类和个人类客户的服务

贷后管理部 主要负责我行信贷产品的贷后管理及服务工作

合规部 主要负责稽核我行各项工作的合规性及各项审计工作



办公室 主要负责人力资源、安全保卫和日常事务处理

第七节 公司治理情况

一、公司组织机构

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村镇

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治理结

构，提高信息透明度，保护存款人利益，为股东创造价值，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本公司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

本行实行一级法人，统一核算，分级管理，授权经营的管理体制。本行根据经

营管理和业务发展需要设置内部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根据授权实施管理和经

营。

董事长：何永发

行长：王智

副行长：陶能谦、周红

营业部主任：王媛媛

市场部负责人：芮芳芳

贷后管理部主任：尚慧娟

合规部负责人：黄晋芳

办公室主任：俞月敏

博望支行行长：马俊臣

翠竹支行行长：孙庆

石桥支行行长：邢文东



亭头支行负责人：高群

提署支行行长：周红

二、本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均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各

自的议事规则独立有效运作。

（一）股东大会。本公司股东大会的职能和权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和修改《章程》； （2）决定本行的发展战略、规划，决定本行经营

方针和投资计划；（3）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4）选

举和更换非职工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5）审议批准董事会、

监事会的工作报告；（6）审议通过或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7）审议批准

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亏损弥补方案；（8）对

本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做出决议；（9）对本行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

者改制等事项做出决议；（10）对授权董事会聘请或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

议；（11）审议单独或合并持有本行股份总数 3%以上的股东的提案；（12）审

议法律、行政法规和《章程》规定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二）董事会。本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本公司董事会的职能和权力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2）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3）决定本行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4）制定本行

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5）制定本

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方案；（6）拟定本行重大收购、回购本行股份或者合

并、分立、解散和改制方案；（7）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批准本行重大

贷款、重大投资、重大资产处置、重大关联交易及其他担保事项；（8）决定本



行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9）聘任或者解聘本行行长、董事会秘书；根据行长

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本行副行长、营业部负责人、市场部负责人，并决定其

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10）制定本行的基本管理制度，决定风险管理和内控

政策；（11）制定本行章程的修改方案；（12）管理本行信息披露事项；（13）

按股东大会的授权，聘请或更换为本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14）听取本行

行长的工作汇报并检查行长的工作；（15）向股东大会通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对本行的监管意见及本行执行整改情况；（16）向股东大会报告董事会对董

事的评价及独立董事的相互评价结果；（17）法律、法规或本行章程规定，以

及股东大会授予或者监管部门要求董事会行使的其他职权。

（三）高级管理层。公司高级管理层设一名行长、二名副行长。本公司《章程》

明确行长职责，行长负责本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对董事会负责。此外，公司

还制定了多项规章制度，力求公司管理行为规范化、制度化，提高工作效率和

质量，确保决策民主和科学。

三、本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在业务、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情况。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股东在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完全独立，

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自主经营能力，董事会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运作。

第八节 股东大会、董事会情况简介

一、股东大会情况简介

（一）报告期内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情况



2019 年 4 月 29 日，本行召开了 2019 年股东年会。以上会议召开，事前

均以会议通知形式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提交审议的事项予以告示，并说

明了可委托其他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以及公司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

（二）股东大会审议的决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2018 年度工作报告》、《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

行监事会对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评价》、《安徽当涂新华村镇

银行 2018 年财务决算报告》、《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2019 年经营计划及财

务预算方案》。

二、董事会情况简介

（一）报告期内董事会的通知、召集、召开情况。

2019 年 5 月 17 日、2019 年 6 月 21 日、2019 年 7 月 16 日、2019 年 11

月 8 日我行分别召开了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安徽

当涂新华村镇银行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以上会议召开议事前均以会议通知形式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提交审议的事项予以告示，并说明了可委托其他董事出席和行使表决权，以及

公司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

（二）董事会审议的决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草案）》、《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2018 年财务

决算报告（草案）》、《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2019 年经营计划及财务预算方



案（草案）》、《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草案）》、

《关于聘任周红同志为副行长的议案》、审议《关于部分股东股权转让的议案》、

《关于筹建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薛津支行的议案》、《关于免去何永发董事

长职务的议案》、《关于选举杨家彬同志担任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股东夏

克周申请办理股权质押的议案》、《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一、本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2019 年本行围绕年度工作会议部署，从容应对宏观调控带来的严峻挑战，

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不断有效拓展市场，强化经营管理，调整经营思路，

注重质量效益的内涵发展，坚持因势而变，变中求进，各项业务经营持续稳定

发展。报告期内本行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资产总额情况。报告期末，本行资产余额 100693.80 万元，较年初增加

20617.77 万元。其中各项贷款余额 56803.66 万元，较年初减少 3366.66 万元。

（二） 各项存款情况。报告期末，本行各项存款余额 87154.78 万元，各项存

款比年初增加 19991.93 万元，其中，企业活期存款比年初增加 15240.12 万元，

保证金比年初减少 3122.74 万元，长期存款比年初减少 3207.40 万元，长期储

蓄比年初增加 12049.05 万元。

（三）资产质量保持较好。报告期末，按五级分类口径，我行无可疑类贷款及

损失类贷款。

二、报告期末贷款“五级”分类情况及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贷款五级分 贷款余额 占贷款余额 贷款损失准备 实际提取贷款



类 比例% 提取比例% 损失准备余额

正常类 55006.12 96.84% 1 1546.63

关注类 1,211.65 2.13% 2 24.23

次级类 585.89 1.03% 25 146.47

可疑类 0 0 50 0.00

损失类 0 0 100 0

合计 56803.66 100% 1717.34

三、报告期末前十名贷款客户情况

借款人 借款余额（元） 借款方式 五级分类形态

当涂县龙新金属制品厂 3000000.00 保证及抵押 正常

马鞍山贯虹实业有限公司 3407422.00 保证 次级

当涂县民发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4000000.00 保证 正常

当涂县华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00 保证 正常

马鞍山市甑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4800000.00 抵押 正常

马鞍山市众启航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0.00 保证 正常

安徽中机诚建建设有限公司 5000000.00 保证 正常

马鞍山市国润冶金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9800000.00 保证及质押 关注

马鞍山市中环工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 保证 正常

安徽建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10000000.00 保证 正常

四、报告期末，本公司支农支小业务开展情况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坚持支农支小原则，以

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为重点，优化农村金融网点布

局，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作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一直致力服务于三农和小

微企业，主要信贷投向也是集中在三农和微小上。我行设有小微企业经营贷款；

农户贷款（种养殖贷款、农机具贷款、农户自建房贷款、农业合作社贷款、商

户微小贷、旺农贷）等支农支小贷款品种。同时坚持做好阳光信贷工作，让我



行产品深入农户进入社区，做到支农支小服务。

2019 年年末，我行小微企业贷款合计共 56392.44 万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

99.28％，截止 12 月 31 日，我行各项贷款余额 56803.66 万元，较年初减少

3366.66 万元。按贷款期限分类，其中短期贷款余额 25957.13 万元，占比 45.7%，

较年初增加 6718.28 万元；中长期贷款余额 20113.98 万元，占比 35.41%，较

年初减少了 1490.33 万元；票据融资为 10732.55 万元，占比 18.89%，较年初

下降 8594.61 万元。

五、主要存款类别及存款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 别 报告期末余额

对公存款 41368.87

个人存款 45785.91

六、主要贷款类别及贷款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 别 报告期末余额

企业贷款 18798.19

个人贷款 38005.47

七、报告期末无逾期未偿付债务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逾期未偿负债务情况。

八、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共有 2笔关联交易。

九、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及相应对策

本公司在报告期及未来的经营活动中面临的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公司将根据监管当局的有关要求，学习和借鉴国

内外商业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全面构建风险管理体系和组



织架构，努力实现对本行经营的全过程﹑动态的风险管理，以有效防范和化解

面临的风险。

（一）信用风险。本行通过以下六项机制来控制信用风险。

1、市场准入机制。在遵循本行市场定位前提下的客户评级、分类和准入审

批机制。

2、放款审核机制。建立放款前审核机制，放款前对所有贷款进行审核，以

判断是否符合授信条件。

3、质量监测机制。主要通过对信贷资产各项评价（监管）指标的持续测算，

来监督本行整体信贷运行质量状况，并及时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建议。

4、风险预警机制。一是对各类风险预警信号作出了详尽的列示，并规定各

类预警信号的上报时限；二是在尽职问责制度中对风险预警工作明确问责条款。

5、信贷退出机制。根据本行对客户和行业的了解，在正常类贷款客户中，

筛选出行业发展前景不明，成长性以及经营盈利情况不符合预期、还款能力下

降的客户，逐步压缩其贷款规模，从而达到控制信贷风险的目的。

6、建立了不良资产处置机制。一是建立不良资产清收和处置的流程；二是

保证不良资产处置的合法合规；三是建立了对损失类贷款的问责制度。

（二）市场风险。本行的市场风险主要集中在利率风险方面。本行通过定期监

测利率敏感性缺口、持续性缺口、市场敏感性比率等指标，积极调整全行资产、

负债的期限结构、利率结构，规避利率风险。

（三）操作风险。本行主要采取以下 5 项措施防范操作风险：

1、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统一操作风险管理政策。以银监会下发的《商业银

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为依据，着手制订统一明确、能够体现对操作风险的偏



好和承受能力的风险管理政策，不断完善操作风险管理的规章制度，主要是结

合本行自身业务规模、经营特点、内部资料，对本行各业务品种，制定了以防

范操作风险为主的业务操作流程，从而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2、加大操作风险监控力度。各职能部门密切监测风险的变化情况，对接触

和使用银行资产的记录进行安全监控，同时定期对交易和账户进行复核和对账。

3、建立重要岗位轮岗轮调、强制性休假和离岗审计制度。本行根据规定，

对达到规定年限的岗位人员将实行轮岗制度，从而有效防范岗位风险。本行对

“十一种人”进行了风险排查，对重要岗位工作人员在八小时外的行为进行了

统一规范；并通过建立自查制度、举报制度等措施有效防范了员工风险。

4、为全面防范风险，本行实现了全员风险金制度，按月按比例计提风险金。

5、强化操作风险管理文化，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综合素质，建立对基层操

作风险监控奖惩兼顾的激励约束机制。

（四）流动性风险。本行严格执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制订了一系列流动

性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措施，严格监测并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确保良好的流

动性。报告期末，流动性比例为 71.23%，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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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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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除上述信息外，本公司无其他有必要让公众了解的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