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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金融调研成果在全省推广　Ｐ２４４

●“爱心惠老保平安”工程　Ｐ２４８

中中中国国国人人人民民民银银银行行行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支支支行行行

【概况】　２００９年，中国人民银行如皋市支行共有在

职员工３９人。年末，全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３９１．４９亿元，比年初增加９０．３５亿元，其中：企事业

单位存款余额８２．７６亿元，比年初增加３７．６７亿元；

储蓄存款余额２６３．８０亿元，比年初增加４２．７７亿元。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１８０．１６亿元，比年初增加

４１．５９亿元。累计结益５．７８亿元。

货币政策　年内，市人行按季召开行长联席

会、信贷工作例会，按季发布辖内货币信贷政策执

行情况报告。２月，牵头修改出台《如皋市２００９年金

融工作考核办法》。４月，会同市金融办、发改委组织

各金融机构开展“送金融下乡”活动，为１４家企业落

实贷款５６８０万元，与２４家企业签订贷款意向

１２０５０万元，协调６７家企业与相关银行建立联系。协

助市委、市政府在南京召开“如皋市金融促进‘保增

长、达小康’”恳谈会，市政府与６家省级金融机构签

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与２家金融机构签订设立分

支机构的意向书，１０家金融机构与如皋企业签订

４２个项目授信合同，授信意向总额２５０．８亿元。

１０月，挂牌成立中小企业融资协调办公室。

金融生态　年内，市人行建立完善反洗钱工作

流程和岗位职责，及时上报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线索。

年初，推动市政府将金融生态环境创建列为全市各

镇（区）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并会同市金融办对全市

２０个镇（区）金融生态环境创建逐一上门指导，选择

丁堰镇作为创建试点。２～５月，开展反假人民币“壁

垒行动”。５、１１月，分别召开金融生态环境创建动员

和推进会。６月，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宣传周活动。

１０月，开展“征信宣传周”活动，为２０１０年初申报江苏

省第三批金融生态达标县（市）打下坚实基础。

金融服务与管理　年内，市人行开展人民币结

算账户现场检查，规范辖内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的

开立和使用，核准人民币结算账户５０３９户。完成农

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交易量０．１３亿元，累计发放银

行卡１３４万张，实现银行卡镇村全覆盖，银行卡消费

６３．２１亿元，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４３．０７％。

全辖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完成非现金支付结算

４１６．５３万笔，金额２２０７．５４亿元。完成贷款卡核准

１５５０份，完成贷款卡年审１３９０份，并借助年审更新

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信贷信息。组织

专业反假宣传队，开展“爱心邮路”送反假货币知识

到千万家活动，全年市金融机构和公安部门共收缴

假币１５９１４１７元，较去年同期增加９１８２０２元，增幅

１３６．３９％。推动辖内支付结算“快通工程”建设。

４月，开展“支付惠农”主题宣传活动。６月，开展支付

结算知识“五进（进市场、进工厂、进农村、进学校、

进工地）”活动。７月，会同财政部门在市级部门预算

单位全面推行公务卡方式结算。９月，启动实施“国

库速达工程”，至年底，通过“国库速达工程”办理实

拨资金１３．５８亿元，出口退税、福利企业退税７．１９亿

元，实现拨款资金零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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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　年内，全市完成出口收汇核销７．６７

亿美元，同比持平；进口付汇０．９９亿美元，同比下降

４０％。完成国际收支申报１７１３６笔，金额１０．３亿美

元；外汇收入１１．９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５％；外汇支

出１．５３亿美元，同比下降４．３５％，顺差１０．４１亿美

元，同比增长８４．３７％。全年新办外商投资企业外汇

登记４２户，外资验资询证１７０笔，金额３．６７亿美元；

外债登记２１笔，登记金额６５９万美元。完成３７１家外

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工作，参检率１００％。完成对农

业银行结售汇业务回访、４家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

收结汇、１家企业进口付汇核销现场检查，依法自主

立案处置３起，涉案金额１１５７万美元，罚款６８万元。

【人行金融调研成果在全省推广】　年内，市人行围

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金融支持、中小企业资金链状

况、金融支持如皋经济转型升级等课题开展专题调

查研究，以真实反映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下县域企业

生存环境和央行货币政策在县域的实施效应，为上

级行和地方党政领导提供有价值的第一手参考资

料。其中编写的调研成果———《外商投资企业资本

金结汇非现场监管指引》，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决定

在全省予以推广。

（吴小红）

中中中国国国农农农业业业发发发展展展银银银行行行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支支支行行行

【概况】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如皋市支行是国有农业

政策性银行，现有正式员工１８人。２００９年，完成账面

利润２８２８万元，人均创利１５７万元，同比增长１３％。

贷款业务　各项贷款余额９１２０６万元，比去年

净增２３８４７万元，同比增长３５．４％，其中：政策性贷

款余额１４４５５万元，占比１５．８４％，与去年持平；准政

策性贷款余额４８３万元，占比０．５３％，比去年下降

８８２万元；商业性贷款余额７６２６８万元，占比

８３．６２％，比去年净增２４７２９万元，其中商业性短期

贷款余额４７６８万元，比去年下降１７７１万元，商业性

中长期贷款余额７１５００万元，比去年净增３６５００万

元。累放商业性贷款３８３３８万元，占各项贷款累放数

的８５．８％。不良贷款净下降４０万元，到期贷款收回

率１００％，贷款利息收回率１００％。

中间业务　全年完成保险代理手续费收入

２２．５０万元，人均完成１．２５万元，同比减少２４％。

（顾峻峰）

中中中国国国工工工商商商银银银行行行如如如皋皋皋支支支行行行

【概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辖

属营业网点１０个，其中城区６个、乡镇４个。全行共有

员工１６４人，其中在册员工１４９人、劳务用工１５人。

２００９年，全行实现经营利润１．０５亿元。支行营业部

继续保持工商银行总行授予的“五星级精品网点”

及江苏省妇联授予的“巾帼示范岗”；城中支行继续

保持工商银行总行授予的“五星级精品网点”及省

行授予的“青年文明号”称号；环南分理处、白蒲支

行继续保持省行授予“四星级精品网点”称号。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４２．３３亿元，同

比增加６．２７亿元，其中：对公存款余额１３．４０亿元，

同比增加２．７５亿元；储蓄存款余额２８．９３亿元，同比

增加３．５２亿元。

贷款业务　年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２１．６７亿

元，同比增加３．６７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增加

１．７３亿元，项目贷款增加０．８５亿元，住房开发贷款

减少０．１１亿元，个人类贷款增加０．７７亿元。实现利

息收入１．２３亿元。

中间业务　年末，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０．３０亿元。

其中：理财、代理基金、灵通卡、个人结算等中间业务

收入０．１０亿元，融资顾问等公司类中间业务收入

０．２０亿元。销售基金１．８４亿元，同比增加０．５４亿元。

销售代理保险１．３３亿元，同比增加０．５４亿元。销售人

民币理财产品４．７７亿元，同比增加３．２６亿元。电子银

行类等其他中间业务收入均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内控过程管理达标年”主题教育活动】　年内，工

行如皋支行围绕进一步提高全员制度意识、内控责

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开展“内控过程管理达标

年”主题教育活动。活动针对业务发展中的内控管

理问题，落实内控整改措施，筑牢防线，遏制案件发

生，不断提高全行案件防范整体工作水平。全年开

展全面检查四次、突击查库三次、专项检查两次、回

头看检查一次，通过各类突击检查提高全行执行规

章制度自觉性，提高全行内控管理水平。全行各部

门全年未发生重大差错事故。 （朱　健）

·４４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中中中国国国农农农业业业银银银行行行如如如皋皋皋支支支行行行

【概况】　中国农业银行如皋市支行辖营业机构

１５个，其中城区５个、乡镇１０个。全行在职员工

２８９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１６７人，占比５７．８％；

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２６１人，占比９０．３％。

２００９年，城中支行被南通分行评为先进单位，城中

支行、营业部被南通分行授予“巾帼示范岗”称号。

存款业务　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５５３２９０万

元，较年初净增９６９９４万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储蓄

存款余额３９３３１５万元，较年初净增５９５７９万元；对公

存款余额１５９９７５万元，较年初净增３７４１５万元。各项

存款新增市场份额１５．８６％。年内，农行如皋支行先

后组织开展“春天行动”、“各项存款总量超５０亿”、

“激情仲夏”等系列竞赛活动，通过制订竞赛目标，

分解竞赛任务，出台激励政策，有效抓住不同时段

的资金流。以城中支行、西郊分理处为试点，大力推

进网点转型工作，实施高低柜分设，提升网点服务

水平，年末星级客户较年初增长３６．４％。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１２３６２５万元。

年内，农行如皋支行坚持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为重

点，做好宏景集团、九鼎新材等企业项目贷款以及

昌癉集团、沿江开发投资公司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的投放，同时紧抓南通分行对贷捷通业务审批权限

适当下放的机遇，倾力支持辖内小企业发展。全年

新增小企业贷款２３４６万元，小企业贷款总量较年初

增长３倍以上。通过加快审批体制改革，推动全面网

上作业，提高个人购房贷款投放效率，年末个人购

房贷款余额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达１２４１５万元，比年

初增加７６５２万元，增量市场份额达１８．９％，创历史

最好水平。全年清收不良贷款５２７４万元，占南通分

行下达目标的１５１％，不良贷款占比较年初下降

３．８个百分点。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２０７９万元，

同比增长２９％。全年国际结算量１７４３７万美元，开立

资本金账户１０户。全年代理保险８８１６万元，代理传

统产险１２４万元，双双居南通分行系统第二位，“感

恩有你、回馈为你”保险营销活动被南通分行评为

“春天行动”综合营销活动三大优秀策划项目之一。

全年新增借记卡１９９１８张，列南通分行系统第二；新

增贷记卡５５３５张，占南通分行下达目标的１０１％。新

增电子银行注册客户１７１６０户，占南通分行下达目

标的１２４％。农行ＰＯＳ商户达１２２户，在市分行系统

内率先突破１００户，ＰＯＳ业务各项指标均列南通分

行系统第一。年末电子银行金融性业务量占全部金

融性业务量达６４％，比年初提高７．９５个百分点。

【农行完成惠农卡及农户小额贷款试点】　５月，农

行如皋支行将惠农卡及农户小额贷款作为服务

“三农”的主要载体，按照上级行的统一部署，选择

江安镇启动惠农卡及农户小额贷款试点工作。至年

末，发放惠农卡１５０３８张，农户小额贷款授信户数达

５２６户７５８万元，其中已用信３４户１４４万元。

【农行如皋支行改制更名】　６月１９日，农行如皋支

行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支行

（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如皋市支行），并启用新印章。

１月１５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２月下旬，农行如皋支行对机关组织架构进行优化

调整，积极稳妥地完成原有架构向新架构的过渡，

机关部门设置由原先的１０个部门减少为５个部门，

中层干部职数由原先的１８个减至１５个。

【农行新营业办公大楼落成】　１２月２８日，农行如皋

支行新建的营业办公大楼正式落成。新营业办公大

楼位于中山西路５８号，用地面积３３２０平方米，建筑

面积５３００平方米，总投资１４００万元。为支持如城中

山西路拓宽改造，农行如皋支行原营业办公大楼于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拆除。

（马宗秀）

中中中国国国银银银行行行如如如皋皋皋支支支行行行

【概况】　中国银行如皋支行辖全功能型网点３个、

销售服务型网点７个，其中城区７个、乡镇３个。全行

现有员工１７５人，其中正式在岗员工１３１人，内退

３人，编外人员４１人。２００９年，实现营业净收入

１５４９２万元，同比增长３５２２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８１１３万元，计划完成率１１９．３１％。中行如皋支行跨

入省重点管辖支行行列，在南通市辖支行年度绩效

考核中排名第三。先后获２００９年度南通市文明行

业、２００９年度南通市金融系统安全工作先进单位、

如皋市２００９年度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先进单位、

·５４２·金融·保险



２００９年如皋市尊师重教先进集体等称号。如皋海中

支行获２００９年度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开门红”

优秀网点荣誉称号，支行理财中心获省行２００９年夏

季产品销售竞赛“十佳”理财中心称号。

负债业务　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６５．３２亿元，比年初新增２９．１５亿元，增幅８０．５９％，

市场份额１６．７１％，比年初上升４．６５个百分点。其

中：新增人民币储蓄存款５．２１亿元，完成计划的

１００．５２％；新增人民币对公存款２２．１亿元，完成计

划的４８１．５６％，实现对公存款新增量和市场份额在

如皋同业的再进位。

资产业务　年末，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３０．４２亿元，比年初新增１２．１亿元，增幅６６．０５％，市

场份额１６．８８％，比年初上升３．６７个百分点，贷款总

量在全市四大国有银行中排名第二。其中：人民币

公司净贷款比年初新增８．７４亿元，市场份额比年初

上升３．８６个百分点；零售贷款比年初新增２．３亿元，

完成计划的２６８．５７％。全年总计清收不良贷款

１０２９万元，年末贷款不良率为０．２７％，较年初降低

０．７４个百分点。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４５０７万元，

完成计划的１２８．８８％，计划完成率列南通全辖第

一，辖内贡献率９．１８％，同比增加１．０１个百分点。其

中，公司板块中间业务收入２８９７万元，计划完成率

１５２．５％，个金板块中间业务收入１６１０万元，计划完

成率１００．８％。

【中行如皋支行在如皋港区开设支行】　１２月１６日，

中行如皋支行在如皋港区新建营业网点———华江

大道支行。华江大道支行位于如皋海关大楼底层，

占地面积２００多平方米，网点设施标准，区域清晰，

涵盖了公、对私、国际结算等多元化金融服务。

【中行如皋支行强化企业文化建设】　年内，中行

如皋支行围绕 “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陆续

开展系列企业文化建设活动，创办企业文化长廊，

出版企业文化专栏及 《企业文化大家谈》简报，

组织员工开展 “金点子”创意大赛、拓展训练和

棋牌、垂钓、烹饪技艺比赛等文体活动，开展

《合规伴我行》知识竞赛、“诚信铸永恒、合规万

年长”诗歌朗诵比赛，努力打造如皋中行的文明

优质服务品牌形象。

【中行如皋支行支持帮扶结对社区近四万元】　年

内，中国银行如皋支行与东陈镇双群村开展党员帮

扶结对活动，３１名党员干部走访、帮扶２５０天，向结

对户赠送电脑、桌椅、床、柜、沙发、科普书籍等价值

两万多元的慰问物品，支持１７５４３元为社区３１户困

难户兴建无害化厕所和安装有线电视。

（曹雅丽）

中中中国国国建建建设设设银银银行行行如如如皋皋皋支支支行行行

【概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下辖

网点型支行２个、营业部１个、分理处１０个，其中设于

乡镇营业机构６个。全行共有员工１８７人，其中：中长

期劳动合同员工１５９人，一线租赁人员２８人；中长期

劳动合同员工中的党员７４名，占比４６．５％；具备大专

以上学历者９４人，占比５９％；具备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者２８人，占比１７．６％；具备初级技术职称者７９人，占

比４９．６％。２００９年，支行继续保持省、市、县（市）级文

明行业和建总行级文明单位称号，连续第五年被如

皋市政府授予“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先进单位”。

负债业务　年末，全行本外币一般性存款余额

达７０１６２７万元，比年初增加１６０６７３万元，其中：企业

存款余额３０６０２５万元，新增７６８１５万元；储蓄存款余

额３９５６０２万元，新增８３８５９万元。一般性存款同比增

加４６９３９万元，其中企业存款同比增加３０５５４万元，

储蓄存款同比增加１６３８６万元。

资产业务　全年累计投放贷款４２００１４万元，累

计回收贷款３５４０８６万元，贷款余额３３３７９２万元，比

年初增加７６７２４万元，当年新增存贷比４７．７５％，余

额存贷比４７．５７％，贷款余额位居如皋市第一，新增

额位居如皋市第二。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净收入５７０６万

元，完成市分行下达计划的１０４．１２％。净收入同比

增长８１５万元，任务完成率位居辖内第一。中间业务

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占比２９．５９％，同比提高

４．１７个百分点，中间业务市场份额位居如皋四大国

有商业银行第一。

经济效益　全年实现账面利润１３６９９万元，同

比增长１１２万元，完成市分行下达全年综合经营计

划的１０４．２６％。

【高美华获省建行“十佳”服务明星称号】　９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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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皋支行营业部主任高美华荣获省建行“十佳”

服务明星称号。

【提升整体服务竞争力工程】　年内，建行如皋支行

实施提升整体服务竞争力工程，抓住上级行加大资

本性投入的有利时机，加快营业机构硬软件投入力

度，投入９００万元，为东门分理处装潢营业用房

５７０平方米，按照新装修标准对东陈分理处实施标

准装修，新增离行式自助银行１个、离行式自助设备

２台。加强服务整改，通过“神秘人”明察暗访，推进

积分管理，开展风险案件排查活动，实施合规教育，

开展“重塑银行三铁形象”专项整治活动，加大对柜

面操作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引导员工“抓服务、讲

合规、促发展”，有效提升全行员工热情服务与合规

服务的自觉性。

（储有为）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农农农村村村信信信用用用合合合作作作联联联社社社

【概况】　如皋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有网点机构

５７家，其中营业部１个、信用社４７个、信用分社９个。

２００９年，全社资产总额１２２亿元。各项存款总额

９２．３２亿元，占全市银行业市场份额的２３．６７％。各

项贷款总额６８．０６亿元，占全市银行业市场份额的

３７．７３％。存贷款总量均位居如皋市银行业金融机

构首位。获南通市文明单位、南通市“平安银行”先

进单位、南通市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快通工程”工作

先进县级银行机构和如皋市文明行业、支持地方经

济发展金融先进单位、法治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

称号。

存款业务　年末，全社各项存款余额９２．３２亿

元，比年初增加１６．０８亿元，其中：对公存款余额

２２．３９亿元，比年初增加５．８６亿元；储蓄存款余额

６９．９３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０．２２亿元。存款总量占如

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总量的２３．６７％，存款增量

占如皋银行业金融机构增量的１７．７９％。年内，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加快ＡＴＭ机自助设备和ＰＯＳ终

端在农村网点的布放，实现全市各乡镇网点ＡＴＭ

机全覆盖。全年新增圆鼎卡３．９７万张，卡内余额达

５．６７亿元，比年初上升１．３３亿元。８月，在如皋港区

建立农村地区第一个离行式自助服务区。１１月，利

用同城实时清算系统、大小额支付系统、农信银清

算平台等多种结算渠道为全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提

供配套服务成效显著，被评为南通市农村地区支付

结算“快通工程”工作先进县级银行机构。

贷款业务　年末，全社各项贷款总额６８．０６亿

元，比年初净增１１．０８亿元，余额存贷比７３．７１％，新

增存贷比６８．９１％，贷款总量占如皋银行业金融机

构贷款总量的３７．７３％，贷款增量占如皋银行业金

融机构贷款增量的２６．５３％。年内，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联合推出青年创业卡、

党员创业卡、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卡等系列信贷产

品，支持青年农民创业。至年底，累计完善青年创业

卡１８０７户，发放贷款１．５亿元；发放党员创业卡

２５５份，授信总额３０７０万元；发放大学生村干部创业

卡２３份，授信总额２１４万元。青年创业卡工程得到团

中央第一书记陆昊的充分肯定。

【农村信合联社推行“阳光信贷”工程、“易贷通”卡

业务】　年内，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搬经镇、雪岸

镇试点基础上，推行“阳光信贷”工程和“易贷通”卡

业务。通过公开贷款种类、期限和利率，公开贷款审

查标准、发放条件及程序，公布每个信贷环节的办

结时限，结合“一次授信、循环使用”的易贷通卡，简

化办贷手续，提高贷款办结效率。

（顾圣杰）

中中中国国国人人人民民民财财财产产产保保保险险险股股股份份份
有有有限限限公公公司司司如如如皋皋皋支支支公公公司司司

【概况】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

公司现有固定资产１５００万元。下设代理网点１１个，

聘用代理人员８８人。公司现有员工３７人，其中：大学

本科学历者９人，占比２４％；大专学历者２７人，占比

７２％；具有１０年以上保险经营经验的管理人员

２６人，占比７０％。公司连续１５年被评为如皋市文明

单位。

业务发展　全年实收保费４８２０万元，同比净增

３７１万元，增长１２％，保费收入仍居全市同业第一。

赔款支出　全年处理赔案２１５３８件，累计支付

赔款３７４８万元，赔付率７７．３％。

【财保公司连续五年亏损后首次盈利】　２００９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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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财险公司在连续５年亏损后，首次实现利润８６万

元。年内，公司针对财险市场多元化发展、多家保险

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的严峻形

势，积极调整经营战略，砍掉严重亏损的险种，开发

电子商务销售、电子网银理赔业务，减少客户往返，

实行限时赔付，以优质服务吸引客户。

（范广德）

中中中国国国人人人寿寿寿保保保险险险股股股份份份
有有有限限限公公公司司司如如如皋皋皋支支支公公公司司司

【概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司

下设农村网点１３个，其中年内新增５个。现有员工

８０名、代理人１５００多名。２００９年，保费收入突破５亿

元，衡量寿险业务的“三个关键指标”位居江苏省县

支公司前三名，“七个核心指标”在南通全辖排名第

一。缴纳地方税收２７０万元，公司总资产达２０亿元。

公司被江苏省文明办评为“江苏省文明行业”。客户

服务中心被江苏省妇联评为巾帼文明示范岗，被省

分公司评为全省系统双文明先进单位，被如皋市

委、市政府评为文明单位。

业务发展　全年保费收入突破５亿元，达

５．１１亿元。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８５％以上。年内，公

司针对日趋竞争激烈的农村寿险市场，先后新增农

村营销服务网点５个。先后分别与市信用联社和市

邮政储蓄银行开展小额贷款意外伤害保险，有效地

控制银行贷款风险，受到银企客户的欢迎。２月，与

市老龄办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爱心惠老保平

安”工程，大力推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３月，开展

农民“全家福”保险业务，为全市１．１万户农民提供

近３亿元风险保障。

客户服务　全年为６２０５位客户提供理赔服务，

赔款金额１０２０万元，受理并处理保全件３７６７２件，满

期金及养老金给付１３５６万元。年内，公司客服部通

过开展“微笑柜面”、党员示范岗、打造“１＋Ｎ”服务

品牌、“牵手中国人寿，共建和谐生活”等客户服务

活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技能。

【“爱心惠老保平安”工程】　２月，市人寿保险公司

与市老龄办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爱心惠老保平

安”工程，大力推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受到了广

大老年朋友的欢迎，至年底，投保人数达２．９３万人，

保费达１１７万元。

（王小非　胡　桐）

中中中信信信证证证券券券如如如皋皋皋营营营业业业部部部

【概况】　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及下设启东、海门服

务部共有营业面积３０００多平方米，拥有工作站

１０００余台，现有员工２７人。２００９年，营业部新增客户

５７２５户，全年Ａ股基金交易量４５５．６４亿元。

业务发展　年内，在证券市场随全球宏观经济

逐步恢复，呈现步入稳步、振荡向上的格局，证券市

场监管力度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营业部贯彻中信公

司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强化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

不断拓展业务，提高市场份额，深化客户服务内涵，

提高服务质量，加强成本费用管理，努力提高经济

效益。不断创新市场营销方式，积极组织“营销宣传

季”活动，积极参与中信公司经纪业务管理部组织

的“百日营销竞赛”活动取得较好效果。

团队建设　年内，营业部努力提高前台营销团

队人员整体素质。组织三地营销团队人员共４７人参

加各类考试和培训。坚持每周两个下午的培训和每

天的晨会制度。下半年中信公司开设经纪业务学习

系统以后，及时组织前台人员参与学习。通过不懈

努力，前台营销团队人员在证券基础知识、市场营

销技巧、市场开拓能力、服务客户水平等方面都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前台营销团队的业务发

展，至年底，前台人员开发有效客户１００９人。

客户服务　年内，营业部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

格局，树立唯有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才能留住客户

的经营理念。充分利用集中电话回访、例行电话回

访、回访客户申请创业板开通等机会，开展投资者

风险教育，坚持适当性管理服务。深化客户服务，三

星级以上客户全部建立客户服务档案，五星级客户

全部联系覆盖。举办“周策略讲座”活动２９次，参与

客户１７００余人次。推广核心客户服务平台、ＶＩＰ客

户服务平台，充分利用服务平台的强大优势，引导

并指导核心客户使用。

（张　蕾）

·８４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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