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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 本行董事会、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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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报告中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会

计和业务数据为合并数据。 

1.3 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湖

南京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法定中文名称】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茶陵农商银行，下称“本行”） 

【法定英文名称】HUNAN CHAL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LTD. 

（英文简称：CHAL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 

【法定代表人】陶利华 

【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炎帝中路 

邮政编码：412400 

联系电话：0731-25224586 

传真号码：0731-25213751 

公司网址：http://www.clnsh.com 

http://www.cln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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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关资料】 

注册登记日期:2016 年 3 月 2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贰仟柒佰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MA4L31KBX4 

聘请的审计机构名称：湖南京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 

 

三、公司数据和主要业务数据 

3.1 主要利润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经 审 计 数 

营业收入 35526.10 

营业支出 22436.94 

营业利润 13089.16 

加：营业外收入 136.45 

减：营业外支出 215.06 

利润总额 13010.55 

减：所得税 5008.08 

净利润 8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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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度 2018 年度 

利息净收入 14521.75 16905.99 

投资收益 20910.38 18600.67 

利润总额 13010.55 15415.60 

净利润 8002.47 9561.70 

总资产 1092300.36 992619.22 

总负债 1018517.86 922948.00 

存款余额 908357.17 839608.62 

贷款余额 482300.67 420522.82 

所有者权益 73782.50 69671.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9 

3.3 贷款损失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单项 组合 单项 组合 

1 年初余额  22,875.26  19,806.01 

2 本年计提  12,379.72 

 

 8,087.98 

3 本年核销  6,248.58 

 

 6,343.90 

4 本年其他减少  506.32 

 

 1,325.17 

5 年末余额  28,500.08  22,875.26 

3.4 资本的构成及其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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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72360.75 67838.35 

一级资本净额 72360.75 67838.35 

资本净额 80024.62 74586.09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690084.16 615616.9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49% 11.0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49% 11.02% 

资本充足率% 11.60% 12.12% 

 

3.5 股东权益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股本期初余额 32700.00 万元,股本期末余

额 32700.00 万元，其中法人股 17200.20 万元，占比

52.06%，自然人股 15499.80 万元，占比 47.40%，其中职

工股 4980.35 万元，占比 15.23%，非职工自然人股

10519.45 万元，占比 32.17%。 

单位：万股、人民币万元 

项目 股本 资本 

公积 

盈余  

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 

利润 

所有者权  

益合计 

期初数 32700.00 5492.90 4738.87 16644.06 10095.4 69671.23 

本期 

增加 

0 0 800.22 2000.00 1277.95 4111.27 

本期 

减少 

0 0 0 0 0 0 

期末数 32700.00 5492.90 5539.09 18644.06 11373.35 737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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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股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 持股比例（%） 

茶陵县龙下工业有限公司 1,962.00 6.00 

炎陵县瀚森有限责任公司 1,635.00 5.00 

株洲市万昌纺织有限公司 1,635.00 5.00 

茶陵龙盛矿贸有限公司 1,569.60 4.80 

湖南珠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471.50 4.50 

炎陵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406.10 4.30 

茶陵光华陶瓷原料有限公司 1,308.00 4.00 

广东英九老茶园有限公司 1,308.00 4.00 

株洲宁康实业有限公司 981.00 3.00 

炎陵县汇源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981.00 3.00 

湖南瑞丰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981.00 3.00% 

株洲市博尔康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654.00 2.00% 

株洲市亿通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654.00 2.00% 

湖南省慧科生态园林开发有限公司 327.00 1.00% 

炎陵银太纺织有限公司 327.00 1.00% 

合计 17,200.20 52.60% 

前十大自然人股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 持股比例（%） 

刘生云 299.75 0.92 

郭平 188.57 0.58 

欧阳春娥 180.94 0.55 

李声辉 163.50 0.50 

谭新亮 163.50 0.50 

谢海龙 163.50 0.50 

周建红 163.50 0.50 

曾利锋 163.50 0.50 

曾倩 163.5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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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娥 163.50 0.50 

合计 1,813.76 5.55 

 

四、关联交易 

4.1 关联方认定标准 

根据《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

监会 2004 年第 3 号令），确定主要关联方如下： 

关联自然人包括内部人、占被审计单位 5%以上股份或表

决权主要自然人股东、内部人和主要自然人股东的近亲属、

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关键管理人

员等； 

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包括直接、间接、共同持有或控制

被审计单位 5%以上股份或表决权；内部人与主要自然人股东

及其近亲属直接、间接、共同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

或其他组织。 

确定重大关联贷款范围为：一个关联方单笔贷款金额占

被审计单位资本净额 1%以上，或关联方的贷款余额占被审计

单位资本净额 5%以上。 

4.2 关联交易汇总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关系 贷款余额 承兑余额 贴现余额 备  注 

关联法人 22,300.97   贷款户 9户 

关联自然人 6,137.42   贷款户 11户 

合  计 28,438.39    



7 
 

4.3 最大十家关联方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关联关系 持股金额 持股 贷款余额 占资本净

额 

比例% 比例% 

1 株洲龙华循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关联 327.00 1.00 5,000.00 6.25 

2 叶珠喜 股东、董事关联 1,471.50 4.50 4,670.00 5.84 

3 叶珠明 股东、董事关联 1,200.00 1.50 

4 茶陵县龙下工业有限公司 股东、董事关联 1,962.00 6.00 3,000.00 3.75 

5 株洲市万昌纺织有限公司 股东、董事关联 1,635.00 5.00 3,000.00 3.75 

6 株洲市沐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董事关联 1,635.00 5.00 2,760.00 3.45 

7 谭斌芳 股东、董事关联 1,950.00 2.44 

8 万明 股东、董事关联 1,406.10 4.30 2,730.00 3.41 

9 湖南瑞丰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监事关联 981.00 3.00 2,300.00 2.87 

10 茶陵龙盛矿贸有限公司 股东关联 1,569.60 4.80 1,500.00 1.87 

合  计  10,987.20 33.60 28,110.00 35.13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5.1 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本行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现将 13 名董事情况列表

如下：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 工作单位 专业 职务 

陶利华 1975.03 本科 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会计 董事长 

左胜杰 1967.10 本科 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融 副董事长 

蒋学锋 1966.05 本科 犀城律师事务所 法学 董事 

肖小文 1972.05 本科 茶陵县龙下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法律 董事 

谭送华 1977.02 大专 湖南瀚森置业有限公司 工商管理 董事 

陈潮生 1973.05 本科 株洲市万昌纺织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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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刘乐 1990.02 本科 茶陵龙盛矿贸有限公司 管理学 董事 

叶珠喜 1969.06 高中 茶陵珠峰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董事 

万明 1971.03 大专 炎陵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工业与民用

建筑 

董事 

陈智睿 1981.06 大专 茶陵光华陶瓷原料有限公

司 

酒店管理 董事 

谭志旺 1973.07 本科 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经济学（经济

管理） 

董事 

毛剑文 1979.11 本科 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经济学（金融

方向） 

董事 

谭玉寒 1953.12 本科 退休 经济管理 独立董事 

 

5.2 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本行监事会由 6 名监事组成，现将 6 名监事情况列表如

下：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 工作单位 专业 职务 

李声辉 1970.10 本科 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金融 监事长 

谭小明 1970.10 专科 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金融 监事 

刘华 1977.12 本科 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法学 监事 

陈启元 1974.04 中专 博尔康服饰有限公司 服装设计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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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 1981.02 大专 炎陵县瑞丰工贸有限公司 国际商务 监事 

周满 1969.03 大专 株洲市亿通工程劳务有限公

司 

工业电气

自动化 

监事 

 

5.3 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本行高级管理层由 1 名董事长、1 名行长、1 名监事长、

2 名副行长和董事会秘书、财务、合规、审计部门负责人各

1 名组成。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 专业 职务 

陶利华 1975.03 本科 会计 董事长 

左胜杰 1967.10 本科 金融 副董事长、行长 

李声辉 1970.10 本科 金融 监事长 

陈见明 1972.08 本科 金融 副行长 

谭志华 1978.09 本科 行政管理 副行长 

王件林 1967.07 本科 会计 董事会秘书 

谭志旺 1973.07 本科 经济学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谭军勇 1976.08 大专 金融 合规管理部总经理 

陈件保 1974.02 本科 会计 稽核审计部总经理 

5.4 组织架构 

本行内设 13 个职能部室，分别为办公室、人力资源部、

业务发展部、信贷管理部、稽核审计部、计划财务部、纪检

监察室、党群工作部、科技信息部、风险管理部、合规管理

部、运营管理部、安全保卫部；两个事业部，分别为电子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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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务事业部、金融市场业务事业部，下辖 1 个营业部、18

个支行、9 个分理处，共计 28 个营业网点。 

茶陵农商行分支机构分布一览表（含营业部） 

序号 机构名称 营业地址 行政区划所在地 联系电话 

1 营业部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云阳街道办

事处炎帝中路 

云阳街道办事处 25220158 

2 米江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米江街道办

事处下瑶村 

米江街道办事处 25231083 

3 下东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下东街道办

事处头铺村 

下东街道办事处 25251781 

4 云阳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云阳街道办

事处朝阳街 

云阳街道办事处 25222526 

5 思聪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思聪街道办

事处老虎山 

思聪街道办事处 25301664 

6 腰陂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腰潞镇墟上 腰潞镇 25632062 

7 潞水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腰潞镇大台

村 

腰潞镇 25732006 

8 火田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火田镇墟上 火田镇 25672006 

9 高陇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高陇镇墟上 高陇镇 25662003 

10 秩堂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秩堂镇彭家

祠 

秩堂镇 25500011 

11 严塘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严塘镇墟上 严塘镇 25772016 

12 舲舫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舲舫乡墟上 舲舫乡 25792007 

13 虎踞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虎踞镇黄石

铺 

虎踞镇 25692005 

14 银湖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虎踞镇银湖

村 

虎踞镇 25702015 

15 界首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界首镇墟上 界首镇 25842435 

16 枣市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枣市镇管塘

村 

枣市镇 25832060 

17 马江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马江镇墟上 马江镇 25722052 

18 湖口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湖口镇墟上 湖口镇 25712088 

19 浣溪支行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湖口镇由义

村 

湖口镇 2562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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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小车分理处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下东街道办

事处小车村 

下东街道办事处 25222475 

21 东山分理处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腰潞镇东山

村 

腰潞镇 25630303 

22 清水分理处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思聪街道办

事处龙溪村 

思聪街道办事处 25872006 

23 八洲分理处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火田镇洲陂

墟上 

火田镇 25678396 

24 尧水分理处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严塘镇尧市

村 

严塘镇 25991998 

25 桃坑分理处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桃坑乡邺坑

村 

桃坑乡 25892089 

26 朝阳分理处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云阳街道办

事处云阳路 

云阳街道办事处 25227894 

27 米水分理处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云阳街道办

事处米水街 

云阳街道办事处 25222165 

28 农贸分理处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云阳街道办

事处腊园街 

云阳街道办事处 25223704 

5.5 员工基本情况  

㈠员工专业结构情况 

类别 员工人数 占员工总数的比例(%) 

管理层 80 25.56 

财务会计 30 9.58 

信息技术 2 0.64 

风险管理 2 0.64 

内部审计 4 1.28 

柜面服务人员及其他 195 62.30 

合 计 313 100 

㈡员工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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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情况简介 

6.1 股东大会情况简介 

㈠报告期内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总行附属楼五楼

会议室召开了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次

股东大会。会议前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对会议进行了认真筹备，会议通知对会议的时间、

地点、审议事项等进行了列明，并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或可

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 

㈡股东大会审议的决议情况  

会议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有关规定对 10 个议案进行了

表决，并形成了相关决议：1.《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2.《湖南茶陵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经营情况报告》；3.《湖

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

告》；4.《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

类别 员工人数 占员工总数的比例 

本科及本科以上 158 50.48 

大 专 108 34.50 

高中、中专及以下 47 15.02 

合计 3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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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述职报告》；5.《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9 年财务预算方案》；6.《湖

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

金分红方案》；7.《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对董事会成员和经营管理层及成员 2018 年度履职评价

报告》；8.《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

监事 2018 年度履职评价报告》；9.《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发展规划》；10.《湖南茶陵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薪酬提取及分配方案》。 

 

6.2 董事会情况简介 

㈠报告期内董事会的通知、召集、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了 5 次董事会会议，每次会议召

开前，董事会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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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明了可委托代理人出

席和行使表决权，以及公司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 

㈡董事会审议的决议情况 

2019 年 1 月 28 日，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7 项议案，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分别为：1.

《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聘高管人员

的议案》；2.《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

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3.《湖南茶陵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三农”及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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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管理委员会、战略规划委员会、综合管理委员会主

任、委员的议案》；4.《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5.《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6.《湖南茶陵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7.《湖南

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财务会计部、稽核

审计部及合规管理部总经理的议案》。 

2019年 04月 29日，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21 项议案，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分别为：

1.《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度

工作报告》；2.《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经营情况报告》；3.《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9 年财务预算方案》；4.

《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

及股金分红方案》；5.《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股东购买不良贷款清收及返还情

况报告》；6.《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7.《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8.《湖南茶陵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董事 2018 年度履职评价报

告》；9.《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薪

酬提取及分配方案》；10.《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资金业务投资规划》；11.《湖南茶陵农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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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4 年）》；

12.《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安全管理办

法（修订）》；13.《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支农支小贷款投放工作规划》；14.《法人股东炎陵

县瀚森有限责任公司和株洲市亿通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申请

以其所持本行股权对外股权质押的议案》15.《湖南茶陵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董事长授权的议案》；16.

《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2021年发展规

划》；17.《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员工

制服（西服）的议案》；18.《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19.《湖南茶陵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等 3 个制度》；

20.《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核销不良贷款的

议案》；21.《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风险管理战略规划》。 

2019 年 7 月 30 日，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9 项议案，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分别为：1.

《关于审议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2023

年高质量发展工作规划的议案》；2.《关于审议湖南茶陵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报告的议

案》；3.《关于审议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

关改革实施方案的议案》；4.《关于审议湖南茶陵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领导人员 2018 年度薪酬清算方案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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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5.《关于审议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反洗钱工作报告的议案》；6.《关于审议部分股东

申请转让股份的议案》；7.《关于审议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员工公积金缴费基数的确定方案的

议案》8.《关于审议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存款存款认领方案的议案》；9.《关于审议湖南茶陵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点建设整体提升方案的议

案》。 

2019年 10月 31日，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4 项议案，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分别为：1.

《关于审议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三

季度业务经营情况报告的议案》；2.《关于本行法人股东炎

陵县汇源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转让部分股权由炎陵县昌源水

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受让事项的议案》；3.《关于本行法人

股东湖南宁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全部股权由株洲宁康

实业有限公司受让事项的议案》；4.《关于本行法人股东炎

陵县新林水电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全部股权由广东英九

老茶园有限公司受让事项的议案》。 

2019年 12月 18日，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10 项议案，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分别为：

1.《关于审议谢海龙同志辞去茶陵农商银行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董事长职务的议案》；2.《关于选举陶利华同志为茶陵

农商银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3.《关于审议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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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农商银行董事会“三农”及小微企业服务管理委员会主

任的议案》；4.《关于审议聘请湖南京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对我行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议案》；

5.《关于审议本行法人股东炎陵县汇源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对外质押的议案》；6.《关于审议本行法人股东株洲市博

尔康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质押的议案》；7.《关于审

议王凯丽申请转让股份的议案》8.《关于审议通过商业保险

为员工提供补充医疗保险的议案》；9.《关于审议茶陵农商

银行向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 5000 万元小微企业转

贷款的议案》；10.《关于审议核销不良贷款的议案》。 

㈢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独立董事谭玉寒 2019 年度在本行共计履职 27 天，达到

法定要求，并能积极参加各类会议，2019 年亲自参加股东大

会一次，董事会会议五次，专业委员会会议五次，出勤率为

100%；能够按照本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程序开展

工作，不存在强行干预本行正常经营活动为关系人谋取私利

的行为，确保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及有效性，保护了股东的

各项权利，促进了本行健康稳定发展；履职期间对《2018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等议案进行了仔细研读并发表了独立的

建设性意见，能够严格执行本行关于董事尽职履责自律规

定，对职责范围内的有关事项独立判断并发表个人见解；通

过审批关联交易和呆账核销，加强与经营管理层的沟通，能

够清楚地了解在经营管理层在风险管理决策和重大战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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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将相关的银行监管政策法规传达

到经营管理层，督促经营管理层按照董事会的决策来加强本

行的风险管理和战略决策。 

6.3 监事会情况简介 

    ㈠报告期内监事会的通知、召集、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于 2019 年度内共召开 5 次监事会会议。

会议召开前，监事会办公室以会议通知形式将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提交审议的事项向监事予以告示。 

㈡监事会审议的决议情况 

2019 年 1 月 28 日，本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湖南茶陵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关

于聘任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办公室

主任的议案》等 3 个议案。 

2019 年 4 月 29 日，本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工作报告》《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湖南茶陵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履职评价报告》《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关于对监事 2018 年度履职评价报告》《湖南茶

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18 年度）》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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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议案。 

2019 年 7 月 30 日，本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上半年经营情况报告》《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违反员工行为禁令处理实施细则》《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党风行风社会监督实施办法》等 3 个议案。 

2019 年 10 月 31 日，本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采用

非现场微信网络模式召开，审议通过了《谷丹丹同志辞去本

行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谭宝林同志辞去本行第二届监

事会监事职务》和《曾运发同志辞去本行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职务》等 3 个议案。 

2019 年 12 月 30 日，本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采用

非现场微信网络模式召开，审议通过了《湖南茶陵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对董事会

的监督意见和工作建议》和《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对经营层的监督意见

和工作建议》2 个议案。学习传达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株洲银保监分局现场检查意见书（株银保监检意

〔2019〕1 号）。 

 

七、公司治理结构 

7.1 公司治理情况 

本行严格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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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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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了《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制度，

强化了内控内管。  

7.2 高级管理人员考评及激励  

本行建立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评价管理办法，

明确了考评标准和要求，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决定高级管理人

员是否连任的重要依据。 

 

八、风险管理情况 

8.1 信用风险状况 

通过强化资产管理、做细贷款调查、跟踪贷款户动态变

化等方式，及时了解信用变动情况。一是做好全行授信工作，

收紧授信审批权限，制定授信准入标准，由董事会风险管理

委员会对授信客户进行实地走访调查，上门了解生产经营状

况，把好客户准入关口。二是合理把控信贷风险集中度，适

度分散风险，关注单户贷款比例、前十大户贷款比例。加强

与法院的联系，推动司法处置的进展。 

8.2 流动性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严格控制存贷比例。一是实行严格的总

量控制，本行要求各支行对热点行业授信额度严格控制在人

民银行窗口指导的贷款余额之内。在信贷规模投入上，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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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辖支行实行指令性信贷计划，不得突破。二是定期开展

流动性压力测试，进行流动性风险监测。各季对全行流动性

情况进行分析和监测，并进行压力测试。三是加入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市场，提高流动性风险应对能力。 

8.3 市场风险状况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利润来源仍是存贷款利差，因此面

临的市场风险主要是利率风险和行业风险。本行坚持资金的

“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营运，全年按季对业务指标在

监管标准值范围以内实施监测。结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茶

陵经济建设趋势，控制好信贷投放，同时以用足用活营运资

金为前提，大胆灵活地利用利率市场化，提高资金的整体盈

利水平。结合区域经济行业风险情况，本行实行严格的行业

准入制度。对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实施信贷退出，对高风险

行业贷款也要求逐步缩减。 

8.4 操作风险状况 

我行按照《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结合

本行实际，建立了健全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能有效地识别、

评估、监测和控制操作风险。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制度、

办法，以及通过岗位控制、会计内部控制、授权授信控制、

风险管理控制、内部审计控制、资金业务控制等一系列的内

部控制措施，对操作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

督和纠正，进一步加强了各项业务的风险控制。目前我行操

作风险管理情况良好。未出现由操作风险引发的风险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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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财务报告 

8.1 审计意见 

经湖南京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认为：湖南

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湖南茶陵农村商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8.2 财务报表（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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