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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全市现有银行金融机构 （管理支行）１６家 （含

人行），设支行 （二级支行）、分理处、储蓄所和邮储银

行等网点１３６家，银行机构在册人员１９２７人。拥有小额

贷款公司５家、县级保险机构３４家、证券机构４家。

２０１３年末，全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７７３．７８亿元 （该

分目中相关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南通中心支行反馈数

据），比年初增加９８．１４亿元。其中：单位存款余额

２５２．７３亿元，较年初增加２６．３４亿元；储蓄存款余额

５１７．３２亿元，较年初增加７６．２０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额４５８．８３亿元，比年初增加９３．４８亿元。全年财保如

皋支公司保费收入２５９５３万元，赔款及给付１３７４６万元；

人保如皋支公司保费收入６９５４６万元，赔款及给付

４２２１６万元。

货币政策　年内，市金融办 （人行如皋支行）按季

召开银政联席会、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信贷工作例会，

按季发布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合理引导社会舆

论和市场预期，保障稳健货币政策正确执行和有效实施。

牵头制订引导信贷投放激励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

贷投放，新增贷款向中小企业、“三农”等倾斜。积极推

动银行、信托、证券、创投等各类金融机构与重点骨干

企业、重大项目对接。开展南通金融超市如皋连锁店开

张、银企对接恳谈会、创业投资洽谈会、如皋港银企交

流等活动，努力为全市企业融资开拓新的绿色通道。金

融支持对经济发展贡献度明显提高，至１２月末，全市金

融机构增量贷存比９４．６１％，居南通六县 （市）之首。

新增贷款中，中小企业贷款占比５８．２１％，涉农贷款占

比７４．２１％。引导金融机构推广使用贸易融资、存货质

押等创新产品，适时推出供应链融资、国内信用证、农

户小额保证保险贷款等创新业务，拓展保函、信用证、

承兑汇票等非信贷融资渠道，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农户

贷款难、担保难问题，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至１２月

末，全市表外业务总量１６０．４３亿元，有效缓解信贷规划

不足现状。结合区域经济金融特点，内外共兴、筑渠引

水，积极为实体经济发展 “输血造氧”，至１２月末，为

地方法人机构办理再贴现业务３５０笔，累计金额５．４６亿

元。为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成功申请省中资企业首

笔短期外债指标１０００万美元，为如皋农村商业银行争取

到中心镇建设扶持计划２亿元，增加外债指标累计４００

万美元。３家已开业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

６．７６亿元，贷款余额４．０１亿元，客户数４０２家，有力

支持 “三农”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金融生态　年内，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全市

金融基本稳定。市金融办 （人行如皋支行）召集市金融

稳定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和各镇 （区、街道），集中部署落

实非法集资类信息搜集与报送工作，加大对非法集资行

为打击力度。召开银行业储蓄工作会议，先后暗访城区

４０多家银行网点２次，大力整治以纪念品吸储现象，确

保 《如皋市存款公约》和 《如皋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休业

公约》有效实施。利用金融风险信息联络员会议定期通

报提醒，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

开展人民币防伪反假知识培训和反假货币知识暨点钞识

假技能竞赛，不断强化反假货币队伍力量。针对银保产

品给付集中到期、船舶行业风险抬头等形势，开展摸底

调查工作，配合市政府、保险、银行等多部门形成统一

风险防范机制，有效控制区域性金融风险苗头。牵头修

订 《如皋市金融机构金融风险信息报告制度》，及时将市

委农工办、市民政局等部门纳入金融稳定工作协调小组

成员单位，将保险、担保、典当、农民资金互助社等纳

入报送主体，增加担保公司代偿率、典当行绝当率等监

控指标，进一步扩大金融风险监控覆盖面。严格按照监

管要求对小额贷款公司实施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认

真核实业务资料、信贷档案和财务账册，确保其各项业

务规范性和全部客户真实性。在对开业１年以上小额贷

款公司监管评级中，汇金、盛威、英集３家农村小额贷

款公司参评，均获最高等级ＡＡＡ级 （南通全市仅有９

家获得）。１２月，经江苏省、南通市两级考核组验收评

审，如皋市获评江苏省金融生态优秀市。

金融服务与管理　年内，市金融办 （人行如皋支行）

加强与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对接，在业务拓展、项目推

介、场地选址等方面提供高效服务。浦发银行完成人员

招聘工作，招商银行办公用房装修竣工，元升、鑫昊２

家小额贷款公司年内开业。发挥银行主力作用，继续依

托居保 “四不出村”试点工作，推动助农取款服务点功

能综合化，努力打造支付结算 “精品服务点”，农村地区

支付环境持续改善。以第二代支付系统上线为契机，举

办如皋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系统知识竞赛活动。凝聚

财税银合力，顺利上线国库数据集中管理系统 （ＴＣＢＳ），

·０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提升国库会计核算效率和服务水平。改进现金需求分析

预测方法，及时掌握市场货币流通状况，全年办理银行

间相互取现业务１１笔，金额３．２７亿元，有效解决撤库

地区现金调拨问题。升级反假货币宣传服务站，完善现

金流通社会监督机制，与公安部门建立反假货币信息交

流机制，持续净化人民币流通环境。强化现金收、付

“两条线”管理，全市银行营业网点和自动柜员机全部实

现现金清分和现金收、付记录、存储、备查冠字号码工

作。年内新增硬币兑换机１台，实现硬币无障碍自助兑

换。国务院 《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后，以广场活动吸

引群众互动宣传，走进如皋电视台 “民生零距离”栏目

接受访谈撬动深度宣传，积极打造金融 “信用高地”。举

办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主题征文竞赛活动，收到征文

３４篇，及时反映基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组

成金融知识宣讲团，序时开展 “３·１５”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宣传月、“金融知识普及月”等活动１０余场，全面普

及征信、人民币反假、反洗钱、国债、金融消费维权等

基础知识和实用技能，满足群众获取金融知识需求。结

合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出台、

“１２３６３”投诉热线公示和金消保工作管理系统推广使用，

不断规范金融投诉处理工作，全力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

权益，全年受理办结金融投诉案件７件。举办如皋市

“十佳”金融服务之星评选暨事迹演讲活动，进一步弘扬

奉献精神，推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外汇管理　年内，市金融办 （人行如皋支行）稳扎

稳打推进外汇改革创新，加强对涉外企业日常柜面服务，

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外债登记、购付汇及结汇核准

等各项业务，保障企业对外业务顺利开办。加强国际收

支统计申报工作，全年指导、核查各外汇指定银行国际

收支间接申报２９９０８笔，金额４０．１０亿美元。继续深化

外汇管理改革，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年内对企

业、银行开展货物贸易相关政策法规培训３场，切实做

实做细货物贸易外汇管理与服务，促进对外贸易健康

发展。

【如皋市被评定为省金融生态优秀县（市）】　１２月，如皋

市创建金融生态优秀县（市）工作顺利通过省级验收。

年内，市政府重点引导各镇 （区、街道）形成创建

合力，有效巩固金融生态创建成果。市金融稳定工作领

导组及其办公室按照省金融生态优秀县创建工作要求，

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基层镇 （区）形成整体联动。

完整的创建机制、良好的创建氛围和对影响金融稳定事

件的快速妥善处置，保障如皋市成功晋级省金融生态优

秀县 （市）。至１２月末，全市 “信用乡镇”实现全覆盖，

“信用村”覆盖率９８％，“信用农户”覆盖率９５％，金融

机构胜诉案件执结率１００％，金融机构执行案件标的兑

现率７０．６５％。

（马　晖　张维曦）

２０１３年如皋市保险业务收入情况一览

　表５５

　

保险业务总收入（万元）

人保 财保

一、财产保险

　　企财险 － ７８３．６

　　运输工具及责任险 － １９０３７．７５

　　货运险 － １９４．２３

　　家财险 － ２５９．６４

　　其　他 － ３７３３．０８

二、责任保险 － ３３３．７４

三、人身保险

　　长险首年 ２６９９３．６７ －

　　短　　险 ２５７６．５５ １６１１．４２

　　续收保费 ３９９７６．１９ －

　　合　　计 ６９５４６．４１ ２５９５３．４６

２０１３年如皋市保险业务支出情况一览

　表５６

　

保险业务总支出（万元）

人保 财保

一、财产保险

　　企财险 － ２１５．８３

　　运输工具及责任险 － １１７４４．６５

　　货运险 － ４６．８２

　　家财险 － ６２．２２

　　其　他 － １３９９．２９

二、责任保险 － １８７．２４

三、人身保险

　　退保金 ７２６０．１２ －　

　　赔付支出 ２５６６３．５６ ８９．７１

　　提取保险责任金 ２８．９ －　

　　保单红利 １５０９．８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５３８３．５３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１９．３５ －　

　　业务及管理费 １８７６．８９ －　

　　其他业务支出 ３７３．５８ －　

合　　计 ４２２１５．７３ １３７４５．７７

·１２２·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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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如皋市银行业务情况一览
　表５７

类
别

项　　　目
工商
银行

农业
银行

中行 建行
交通
银行

农发行 邮储
如皋
农商行

江苏
银行

交行
无锡
农商行

包商村
镇银行

南京
银行

民生
银行

合计

人

　
民

　
币

　
业

　
务

　
︵
万

　
元
︶

一、各项存款余额 ８１８０７３ ８７４１０３ ７８１２６１１１２２１４２ １３１５７７ ５５００３ １２２２３９７１９８０９８５ ２５５３５３ １３１５７７ １７４３０ ４５７４４１９９０２１１０３０９２７７３７７５８

　　比年初 １１９４７９ －８６９０８ １１１２５２ ４５１０６ ２０４２４ ２４４８１ １２９４６２ ３７５１２７ ７３５１９ ２０４２４ ２３３２ ３６１５ ６８２７４ ７４８２４ ９８１４１１

　　１．单位存款余额 ３１８２５９ ２０３１４９ ４２７２４４ ４３４６０８ ９６９１４ ４８００３ ４９２８３ ３６６６９９ ２１４７２８ ９６９１４ １１６９１ ２２００３１６７４７３ ７０２８３２５２７２５１

　　　比年初 ５１０９６ －１３８４８３ １０６１１２ －９２２８ ９６６２ １７４８１ ６４３７ ３７３１０ ６１４６３ ９６６２ １５２７ １２２３ ５７８２４ ５１３５７ ２６３４４３

　　　活期存款余额 １５３５９０ ９０３０４ １９１５５２ １７９６２４ ８１４４ １０３５４ ３０４００ １４００６６ ２４７９２ ８１４４ ２３８３ ５７１３ ２１５９５ １２３４２ ８７９００３

　　　比年初　 －１１８３５ ２２３７２ ７４３７５ ４３１５８ －４７５１ ５３８０ －３０６１－１３９７１ １２１４６ －４７５１ ９２３ －２２０ １４８７９ ３１７３ １３７８１７

　　２．个人余额 ４９９１７７ ６４９７０９ ３５３７８８ ６８５１６１ ３４６６３ ０ １１７３１１４１６１１９１８ ４０５０３ ３４６６３ ２３８９ ２３７４１ ３１５３６ ３２８０９５１７３１７１

　　　比年初 ７４２３５ ７２９１６ ８０８１ ７５０６３ １０７６２ － １２３０２５ ３３８２８７ １２０３８ １０７６２ ５１７ ２３９２ １０４３８ ２３４６７ ７６１９８３

二、各项贷款余额 ４４５１４８ ４６３７４１ ５９３９５５ ６７８２３８ １５３４６３ １７７６０１ ４１４４５１２８８９５０ ２２８９５４ １５３４６３ ３６７４０ ５３３５６１６２１８０１１１１０３４５８８３３７

　　比年初 ６９４７５ １０１５５８ ６２１３６ １１４１６４ ４５１８２ １２２０５ １０４４０ １９１５８３ ６９１３６ ４５１８２ １０３３３ １３９４７ ８６２８４１０３１３３ ９３４７５８

　　１．短期贷款余额 ２１０５９６ ９７０９４ ２５６０６６ ２２４０３４ １０４９００ １７２６１ ２２２７１ ９２８３９０ ９５７８８ １０４９００ ２０５４２ ５３２５６１１５５５５ ８１２０３２３３１８５６

　　　比年初 １７６０３ －８４６４ ２１２７２ １５６２０ ３３９２４ ２５４５ １５１７ １３４０８９ １４５２２ ３３９２４ ３７５５ １３８４７ ５８４５７ ７３２３３ ４１５８４４

　　２．中长期贷款余额 ２３４５３６ ３６５６１３ ３３７０７０ ４１９５８９ ４８５６３ １６０３４０ １９１７４ １４１８６０ １０１４６６ ４８５６３ １０７３９ １００ ２８７２５ ２９９００１９４６２３８

　　　比年初 ５１８７３ １１８６２６ ６１５４２ ６６１０８ １６２５８ ９６６０ ８９２３ ２０７８０ ２２９１４ １６２５８ １１２０ １００ ９９２７ ２９９００ ４３３９８９

　　３．票据融资余额 ０ １０３４ ５８１ ３４５６０ ０ ０ ０ ２１７９８５ ３１７００ ０ ５４５９ ０ １７９００ ０ ３０９２１９

　　　比年初 － －８６０４－２０５５０ ３２５６０ －５０００ － － ３５９９７ ３１７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４５９ － １７９００ － ８４４６２

外
汇
业
务
︵
万
美
元
︶

各项存款余额 ９３０ １３９２ ４２４３ ６３０２ ８５０ ０ ２ １８７ ２６２ ０ ０ ０ ２８１ ０ １４４４９

各项贷款余额 ３２３ １６４３ ９５３６ ６６９７ ０ ０ ０ １０６ ２２８９５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４７２５９

国际结算金额 ７８２７３ ９１４６９ １０５１２３ １３０３４７ ８５３０ ０ ０ １７４６８ ６９１３６ ０ ０ ０ ３０９４ ０ ５０３４４０

结售汇总额 ８０３４ １３９９２ ８９２８ ２８８１８ ９２２ ０ ０ ３８５６ ３１２ ０ ０ ０ １１１ ０ ６４９７３



银银银　　　　　　　　　行行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如皋支行

【概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下辖二级

支行１２个，其中城区支行６个、集镇支行６个。现有员

工１８３人，其中在编员工１５１人、劳务派遣用工３２人。

支行党委被工商银行省分行党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称号，支行被工商银行省分行授予精品县域支行称号，

所属丁堰支行被工商银行省分行授予优质服务先进集

体称号。营业部继续保持工商银行总行授予的五星级

精品网点、省妇联授予的“巾帼示范岗”称号；城中支行

继续保持工商银行总行授予的五星级精品网点、工商银

行省分行授予的“青年文明号”称号；白蒲支行党支部继

续保持工商银行总行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环南

支行、白蒲支行继续保持工商银行省分行四星级精品网

点称号。

存款业务　年末，工行如皋支行各项存款余额８１．８１

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０．１１亿元。其中：对公存款余额

３１．８９亿元，比年初增加２．６９亿元；储蓄存款余额４９．９２

亿元，比年初增加７．４２亿元。

贷款业务　年末，工行如皋支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４４．５１亿元，比年初增加６．９５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

增加２．８亿元，项目贷款增加３．２６亿元，个人类贷款增加

０．８９亿元。

中间业务　年末，工行如皋支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１３１６２万元，同比增加３０９３万元，增幅为３０．７２％。实现

国际结算量１０．７９亿美元，同比增加２．０６亿元，增幅

２３％；代理个人保险８２９７万元；企业网上银行客户新增

３０４户；个人网上银行客户新增１４１５０户。电子银行类中

间业务收入均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工行如皋支行首次被省分行授予精品县域支行称号】　

年末，工行如皋支行从全省５３家县域支行中脱颖而出，

被工行省分行授予精品县域支行称号，仅有３家县域支

行获此称号，这也是该行首次迈入省 “精品县域支行”

行列。

２０１３年，该行以“提升市场占比、系统争先进位”为主

线，均衡发展，各项存款同业“四行”（指中国银行、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下同）增量占比位居第

一，其中对公存款增量占比位居第二；储蓄存款增量占比

位居第一，贷款投放、中间业务收入、不良贷款率等各项业

务又好又快发展，在系统内、同业中位居前列。企业文化

建设富有成效，作为省分行唯一企业文化建设试点行，积

极打造“思方行圆，意诚志远”的企业文化氛围，有力提升

员工向心力和凝聚力。

（朱　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如皋市支行

【概况】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支行辖营业

机构１５个，其中城区５个、乡镇１０个；设立离行式自助银

行１５个。全行在职员工２９６人。２０１３年被南通市委、市

政府，如皋市委、市政府授予文明单位称号，并经农总行复

审继续确认为全国农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存款业务　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８８．２６亿元，

总量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四行”第二，完成南通分行下达目

标任务。年内，农行如皋市支行通过举行“农行之春”第二

届新年音乐会、“辉煌农行　感恩有您”客户答谢会等系列

活动，切实践行“客户至上，始终如一”服务理念，着力为广

大客户提供优质、全面、快捷金融服务，进一步扩大和巩固

基础客户群体，个人目标客户增加１３２６６户，个人加权贵

宾客户增加４１８５户、增长２５．７２％。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４７．３８亿元，比年初

增加６．８２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零。年内，农行如皋市

支行积极争取农行总行和省、南通市分行政策和资源倾

斜，进一步优化结构，着力对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现代服

务业和现代农业持续增加信贷有效投放，并首度成功合作

对农行总行核心客户支持。年内，个人贷款较年初净增

１．７８亿元。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０６３２万元，总量

位列南通分行系统第二。其中新兴中间业务收入７７２７万

元，总量位列南通分行系统内第一，新兴中间业务收入占

比７３．８４％，高于南通分行系统内平均水平１５．４个百

分点。

产品业务　年内，农行如皋市支行销售基金２．２７亿

元。实现个人理财产品日均余额８．４亿元，同比增加

２．４６亿元。销售实物黄金８０．７１公斤、实物白银销售

７５．３６公斤。个人贵宾客户金融资产比年初增加１０．１５

亿元。代理寿险保费 １０１６８．４４ 万，完成目标任务

１２７．１１％。个人电子银行注册客户４３．２万户，比年初增

加９．７万户；企业电子银行注册客户５１１７户，比年初增加

１４３８户。

【农行如皋支行自主研发取保候审保证金代付业务系统上

线运行】　年内，农行如皋支行在市公安局紧密合作下，在

全省农行系统首家自主研发公安局取保候审金代付业务

系统，并成功上线运行。该系统运行后，免去客户在多个

部门间往返周折，提高电子化处理执法的金融服务水平。

年内，该系统在全省农行系统被推广使用。

（刘晓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概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下辖网点（含营

业部）１２个，其中城区８个、乡镇４个。全行现有员工２０８

·３２２·金融业



人。２０１３年，继续保持全省重点管辖支行称号，先后获南

通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营

业部缪亚丽被评为２０１３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

“明星大堂经理”。

负债业务　年末，中行如皋支行本外币一般性存款余

额８０．７亿元，较年初新增１１．１亿元。其中：本外币储蓄

存款３６．６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２亿元；本外币公司存款

４４．１亿元，比年初增加９．９亿元。

资产业务　年内，中行如皋支行在贷款规模偏紧情况

下，积极争取贷款规模指标。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合计

６５．２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０．３亿元，占如皋市“四行”贷款

市场份额１４．３％，列第二位。其中：人民币公司贷款４３．９

亿元，比年初增加６．１亿元；零售贷款１５．５亿元，比年初

增加２．２亿元。外币贷款９５３６万美元，比年初增加６７６１

万美元。表外融资５２亿元。

经营效益　年末，中行如皋支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１０８３６万元，同比增长８．５％；市场份额占比２２．２％，较上

年提升０．７３个百分点。营业净收入３．４１亿元，同比增加

４２４５万元，增幅１４．３％；拨备前利润２．３９亿元，同比增加

２０２７万元，增幅９．１％。

（施小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如皋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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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营业部１个、分理处９个，其中乡镇网点６

个。现有自助区服务设备６６个。全行现有干部、职工

２３８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１７６人，占比７４％。２０１３

年，建行如皋支行继续保持省、南通市、如皋市文明行业，

建行总行级文明单位称号。支行党支部继续保持建行省

分行党委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负债业务　年末，全行本外币一般性存款余款

１１６．０３亿元，比年初新增６．３５亿元。其中：储蓄存款余

额６８．５８亿，比年初新增７．５２亿元；对公存款余额４７．４５

亿元，比年初下降１．１６亿元。新增额排名当地第一。

资产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７１．８７亿元，比年初净

增１０．４４亿元，贷款余额和贷款新增量同业均位于第一。

经营效益　全年实现账面利润３．６９亿元，南通系统

内排名第二。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４９５亿元，占主营

收入占比为３３．３７％，同业排名第一，南通系统内排名

第二。

渠道建设　年内，建行如皋支行对城中支行、白蒲支

行、下原分理处进行网点装修。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年底

开业，为如皋市北部市民提供便利服务。年内新增自助设

备２台。成立机构业务部，组建机构业务团队，重点营销

乡镇财政账户、农保资金、维修基金等业务。

（朱忠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概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辖营业机构１

个、自助服务区２个。全行在职员工１９人。２０１３年，再

次被交通银行南通分行评为先进集体。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１３．１５亿元，较年初

净增２．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５％，超额完成南通分行下达

任务指标数。其中：储蓄存款３．３８亿元，比年初增加１亿

元；企业存款９．７７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６５亿元。年内，通

过资产业务拉动负债业务、抓年终建工分配和农村建设居

民拆迁款等，保证存款稳定增长。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１５．３４亿元，比年初

增加４．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５．５％，增量位居南通交行经

营网点第三。贷款构成中，对公贷款８．５７亿元，展业通贷

款０．６５亿元，个人类贷款１．０８亿元。年内，大力推动授

信业务，拓展客户，超额完成上级行下达的贷款增量计划。

中间业务　年内，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１００万元，实现

国际结算量１１．５３亿美元，累计开立国内信用证及保函

５．８亿元，新开离岸账户３个，为离岸账户企业融资１．３

亿美元，为企业开出银行承兑汇票１０．５６亿元。

【交行如皋支行在全省交行系统县级支行综合竞争力排名

第一】　年内，通过各项指标综合评价，交行如皋支行在交

通银行省分行所辖２２家县级支行中，综合竞争力排名

第一。

（董　刚）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概况】　江苏银行如皋支行设办公室、业务管理部、业务

发展一部、业务发展二部和营业部５个部门，下辖经营性

支行１家、离行式自助银行１个，现有职工３７人。２０１３

年，获总行零售标杆支行，分行先进集体、先进党支部、五

星级服务网点等多项称号，并被评为南通市治安保卫工作

先进集体。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２５．６９亿元，较年初

增加７．１２亿元。其中：对公存款余额２１．６４亿元，日均余

额２１．３５亿元，分别较年初新增５．９４亿元、２．６８亿元，增

长率超上年同期。储蓄存款余额４．０５万元，日均存款

４．１４万元，均较年初新增１．２亿元。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１７．９９亿元，较年初

增加３．１３亿元。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对公中间业务收入１６７９万元，

超全年目标任务７２４万元，对公中间业务收入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

国际结算　全年实现国际结算１８３５０万美元，实现结

售汇９８７１万美元，实现国际中间业务收入３４．２万元，新

增结算客户２户。

（朱路平）

·４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概况】　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辖营业

部１个、支行５６个、离行式自助银行１０个，设有ＡＴＭ等

自助服务设备１１３台。２０１３年，在江苏省联社等级社考

核中继续保持ＡＡＡＡ级，银行业监管评级保持二级，获农

村金融服务“双百竞赛”活动先进单位、省文明单位、南通

市文明单位、南通市五一劳动奖状等称号。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存款总额１９８．２１亿元，较年初

净增３７．６３亿元，增幅２３．４３％。各项存款总额占全市存款

总额的２５．７８％，新增存款占全市新增存款总额的３９．４％。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总额１２８．９６亿元，较年初

净增１９．２２亿元，增幅１７．５２％，其中实体经济贷款较年

初净增１５．５４亿元。各项贷款总额占全市贷款总额的

２８．１９％，新增贷款占全市的２１．４２％。年末，涉农贷款户

数１４１９９户，较年初净增８７８户；涉农贷款余额１０３．３２亿

元，较年初净增１５．１亿元；小微企业贷款户数８５５户，较

年初净增８４户；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８７．６４亿元，较年初净

增１２．７７亿元。

电子银行业务　年内，新增网银用户７０２７户、ＰＯＳ

商户８２６户、手机银行８６２７户、圆鼎借记卡６．１２万张。

网银交易量８０８．１４亿元，ＰＯＳ交易量２６．８１亿元，手机银

行交易量２９．２８亿元。自助设备交易笔数２７８．７７万笔，

交易金额４２．３１亿元。电子银行离柜率５２．１７％。

中间业务　年内，发行理财产品９期，募集资金３．３５

亿元。代理销售贵金属１２５０万元。办理国际结算业务

１．７２亿美元，远期进口信用证３７８万美元。

业务创新　年内，实施中小企业“阳光信贷”，首次实

现全市纳税３万元以上企业“阳光信贷”授信走访调查覆

盖，走访企业３５５４户，授信１５９８户、金额８１．９３亿元。其

中：存量企业９８３户，授信金额６６．３４亿元；新增企业６１５

户，授信金额１５．５９亿元。建成ＰＯＳ商户联盟系统，通过

与喜刷刷网站合作，形成特有商户联盟品牌。联盟商户除

向如皋农商行持卡人提供优惠及优质服务外，在资金短缺

时可以用联盟商户身份向如皋农商行申请“ＰＯＳ金融

贷”，实现互惠共赢。推行微信银行业务，推出微信银行公

众服务号，功能包括贷款产品、理财产品、存款产品、电子

银行产品、联盟商户信息、网点查询等。

【如皋农商行被评为全省农村信用社首批创新研发基地】

　年内，如皋农商行被省联社评为全省农村信用社首批创

新研发基地。２０１３年，如皋农商行成功上线远程授权系

统、绩效考核系统、档案管理系统、短信智能催收系统、电

子银行积分商城、１１０４报表系统等应用系统，进一步增强

科技支撑业务发展的能力，被省联社评为客户关系管理系

统开发试点单位。

【如皋农商行被省银监局认定为全省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

工程联系点】　年内，如皋农商行被省银监局认定为全省

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联系点。２０１３年，如皋农商行

建成“快付通”便民服务点５１８个，发放圆鼎长寿卡２０．０７

万张，“快付通”便民服务点累计交易笔数５．９万笔，交易

额１２８８万元。举办“冬日送暖”文艺巡演２２场，在城区１１

个中高档小区电梯内发布平面广告１５８块，在全市各村、

社区整合设立农村金融宣传栏２９８块。

【如皋农商行推行商务转型】　年内，省联社选定如皋、兴

化两家农商行作为全省农村信用社商务转型试点单位，旨

在通过商务转型转变传统的粗放经营模式和外延式增长

方式，着力构建以市场为导向、客户为中心、信息化为基

础，机制配套、体系全面、流程规范、风险可控的经营管理

新模式，打造专业化、特色化、社区化的现代农村金融企

业。如皋农商行完成内外部调研和战略澄清分析、大额贷

款集中、信贷流程调整等项目，形成《如皋农村商业银行商

务转型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如皋农商行爱心文化】　年内，如皋农商行涌现出“爱心

姐姐”姜峰（化名江风）、“爱心女儿”顾萍等好人好事。江

苏卫视、《扬子晚报》、南通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爱心姐姐

江风”捐资助学事迹给予报道。

（顾圣杰）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如皋市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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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正式员工１５人，现有开户企业１１个。２０１３

年，实现账面利润４７２４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９５２

万元。被农发行省分行授予精品行、信贷资产优质行

称号。

贷款业务　全年累计发放贷款１２１５８６元。年末各项

贷款余额１７７６０２万元，其中，贴现贷款余额５００００万元，

地方储备贷款余额８２６６万元，粮棉油购销储（含糖、肉）贷

款余额１０３２０万元，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余额３０００万元，

中长期贷款余额５００００万元。收回贷款１０９３８１．１５万元，

其中，中长期项目贷款收回４０３４０万元，粮棉油购销贷款

收回８１４０万元，储备贷款收回５８９６．５８万元，产业化龙头

企业贷款收回３３００万元，贴现贷款５００００万元，核销贷款

１７０４．５７万元。年初、年末无不良贷款余额。

存款和中间业务　年末，存款余额６２１２６万元，其中，

企业单位存款１９１４７万元、财政存款４２９７９万元，同比分

!增长６．２５％和８．６９％。国际业务量２１１５．６２万美元，
同比增加１０４２．６２万美元。全年实现人民币中间业务收

入１４５．５２万元，其中，融资业务收入１０２．６万元，保险业

务收入１２．９２万元，银行承兑业务收入３０万元，同比分别

增长７．２１％、１３．６３％和７７．７３％。

（顾峻峰）

·５２２·金融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如皋市支行

【概况】　邮储银行如皋市支行下辖营业机构９个，其中城

区２个、乡镇７个。全行现有员工１４１人，其中中长期劳

动合同员工１０２人。２０１３年，实现金融自营收入７３３３．１４

万元，同比增长１４．５５％，列南通地区县级行第一；实现利

润３２９４．６９万元，同比增长６％。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储蓄存款余额２２．２４亿元，较

年初增长１．３６亿元，其中活期存款平均余额６．０７亿元，

活期比例较年初增长８．９７％，占比２７．２９％。对公存款余

额４．９５亿元；实现收入１１９３．３７万元，同比增长４７．７６％。

承兑汇票贴现３４．３亿元，开立银行承兑汇票１９１９万元，

代收非税１．２亿元，归集电力资金１２亿元。加强与社保

中心合作，吸储社保类各项资金２．３５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８８００万元。

信贷业务　年内，累计发放各类贷款２５７８４笔、６．４６

亿元，年末贷款结余５．１亿元，比年初净增１．２７亿。实现

收入２１４０．９２万元，同比增长１９．７７％。其中：小额贷款

放款１０９０笔、金额８２８９万元，小贷不良率０．２８％，比年初

下降０．８１％；个人商务贷款１．８亿元；小企业贷款９６２０

万元；一手房贷款实现突破，年增长２４２５万元；二手房贷

１０８７９万元，比年初净增５２５８万元；个人综合消费贷款

１８３３万余，年净增１４６１万元。公司信贷业务取得突破，

营销的如皋碧桂园２．５亿元项目贷款通过邮储总行审批

１．５亿元。

中间业务　年内，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１８９．１７万元，

同比增长４５．９９％。全年代理各类保险１．５２亿元，销售

理财产品６．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１．２６％。发放信用卡

１４３０张，居全区第一位。电子银行注册１４４３０户，均居全

区第一位。

【邮储银行如皋市支行获中国人民银行“农村支付服务环

境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１０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下发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表彰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的决定》，邮储银行如皋市支行被授予“农村支

付服务环境建设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全省系统内唯一获

此殊荣的县（市）支行，是如皋市唯一受表彰的金融单位，

同时，也是邮储银行如皋市支行挂牌成立后获得的最高级

别荣誉。２０１３年，邮储银行如皋市支行在全市全面推开

居保“四不出村”服务，惠及参保人员４５万人、领取人员

２８万人、失地农民８万人，共８１万人。现设立服务点１１１

个，累计实现发放９．２８亿元，归集参保费１．８亿元，发放

助农取款卡４２０００张。助农取款点的设立，为附近没有银

行网点的农民客户领取“新农保”等政府补贴提供便利，进

一步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点，改善了农村支付结算

环境。

（肖　宁）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如皋支行

【概况】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成立

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设行长室、业务拓展部、营业部，员

工１８人。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８日，无锡农村商业银行如皋港

支行正式开业。

存款业务　２０１３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１７７０９万元，比

年初增加２６１２万元。其中，储蓄存款５７１３万元，对公存

款１１９９６万元。

贷款业务　年内，无锡农村商业银行如皋支行以振兴

地方经济为己任，主动参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大信贷

投入力度，注重支农实效性。不断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信贷方式，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有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３６７４０万元，比年初净增１２０８４万元。

其中：对公贷款客户７１户，比年初新增１５户，贷款金额

３２４７９万元，比年初净增１１１４４万元；对私贷款客户７９

户，比年初新增６户，贷款金额４２６１万元，比年初新增

９４０万元。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０４．６９万元，其

中，签发全额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手续费收入３．１７万元，

销售理财产品１５．５３万元，代理保险业务收入１２．５３万

元，其他收入７３．４６万元。

（钱　达）

南京银行如皋支行

【概况】　南京银行如皋支行成立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８日，下

设行长室、办公室、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营业部。

２０１３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如皋市金融工作先进集体。

存款业务　年末，存款余额２０．０７亿元，其中企业存

款１６．９亿元、储蓄存款３．１亿元。年内累计销售理财产

品１８亿元、信托产品４２００万元。

贷款业务　年内，南京银行如皋支行开拓多方融资渠

道，在产品创新、创优上下工夫，拓展不占用信贷资金表外

业务、投行业务，成功办理银团贷款、商票贴现、委托贷款，

国内保理代付、金融租赁、委债、资产转让等多种特色创新

产品。年末，全行授信余额２４亿元，其中，贷款余额

１６．２３亿元（其中对公贷款余额１４．８９亿元、个人贷款余

额１．３５亿元），比上年新增８．６５亿元。商票保贴２．０５亿

元，银行承兑汇票敞口４７２５９万元，资产转让３０００万元。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５３８万元，其中，

银团手续费收入２４０．５万元，银票手续费收入１２４万元，

国际业务收入１６６万元，其他７万元。

【南京银行如皋支行开通国际业务】　４月，南京银行如皋

支行正式开通外汇业务。年内完成国际结算量６８７９万

元，实现国际业务中间收入１６６万元。

（鞠晓燕）

·６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保保保　　　　　　　　　险险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如皋支公司

【概况】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如皋支公司现有固定资

产１５００万元，下设保险营销服务部１０个、专兼代理网点

２８个。在职员工７２人，大专以上学历者６３人，占

８７．５％；具有１０年以上经营经验的工作人员３４人，占比

４７％。拥有专兼代理人员１２０人。

业务发展　年内，人保财险如皋支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２．５９亿元，较上年１．８５亿元净增７４００万元，同比增长

３９．７％。在如皋１５家财产保险公司业务总量中，人保财

险如皋支公司市场份额占５３．７１％，较上年上升３个百

分点。

理赔服务　年内，人保财险如皋支公司全年处理赔案

２６７７８件，支付各类赔款１３７４５．７７万元。建设网格状营

销服务部，新建乡镇保险营销服务部１０个，联网在线服

务，２７个理赔专职人员分布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如城５

个片区网格状服务，从报立案、现场查勘、人伤跟踪服务、

理算结案等服务工作流程实行时点考核、限时服务，电子

化操作，奖惩措施配套，确保服务质量提升速度。

业务拓展　年内，人保财险如皋支公司收农险保费

３６１３．６４万元，支付农险赔款３０５２．９８万元。其中：承保

小麦、油菜、水稻１０．１万公顷，支付赔款１７２９万元；承保

蔬菜大棚１６３３．３公顷，支付赔款２４７．６６万元；承保生猪

９９．４万头，支付赔款６３１．７３万元。年内新开办山羊保

险、种（蛋）鸡、肉鸡保险、养蚕保险、奶牛保险等险种，支付

赔款４４４．５９万元，为进一步支农惠农，增强农业抗灾救

灾，恢复灾后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皋市被省人保系统

表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示范县。

【人保财险如皋支公司连续两年获省人保系统“标杆团队”

称号】　年内，人保财险如皋支公司实收保费２５９５３．４５万

元，同比增长３９．７０％，保持连续３年高速增长势头，在苏

北地区成为第一家年保费超２亿元、市场份额超过５２％

的县级公司。获得省人保系统先进党支部称号，再次获省

人保系统“标杆团队”集体称号。

（范广德）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如皋支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３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

司业务规模继续发展壮大，公司总资产１８亿元，下设农村

网点１３个。现有员工６８名、代理人１１００多人。被人寿

保险公司省分公司表彰为全省系统先进单位，被评为南通

市文明单位。

业务发展　年内，人寿保险公司如皋支公司个险、

团险、银保业务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公司实现标准保

费４２７３万元，首年期交保费７８６５万元，１０年期及以上

期交保费５１５７万元，三项指标完成率均居南通全辖第

一，公司以较大领先优势保持南通全辖综合绩效第一位

次。针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农村寿险市场，新建驻村工作

室３８个。

客户服务　年内，人寿保险公司如皋支公司处理保全

业务１１７９０５件，处理理赔案件６６３０件，理赔金额２４２３万

元。客服处理呼出会办单３７１８条，呼入会办单１９００条，

投诉件４５件，未发生因投诉处理不当导致升级或重大投

诉发生。客服版块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职能指标考核列南通

全辖第一。

拓展业务　年内，人寿保险公司如皋支公司继续推行

老年人意外保险，为１１２５１３名老人提供２２５万元意外风

险保障，如皋市“爱心惠老保平安”工程被省老龄委认定为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如皋模式”在全省推广。联合市计

生协会为全市８１５名失独老人办理失独保险，风险保障

１６３０万元，更好地服务于如皋地方经济发展。

（王小非　胡　桐）

证证证　　　　　　　　　券券券

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

【概况】　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现有营业面积１３００多平方

米，拥有工作站２２０余台。现有员工３６人。

业务发展　年内，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现有客户基本

稳定，市场份额与上年同期持平。新增客户６６２户。累计

融资融券开户５２０人，年内新开户３８０户，两融余额１．６

亿余元，激活率超５０％。累计授信额度７．４５亿元。股指

期货客户新开户４户，商品期货客户新开２８户。

客户服务　年内，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组织客户参加

新产品等培训２０余次，培训５００余人。全年举办较大规

模营销活动１０次，５００多人次参与。组织渠道营销活动

３０次，７００人参与。

创新业务　年内，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开户率及激活

率均位居中信证券公司各营业部前列。参与如皋市政府

出台小非减持财政奖励政策。以金融产品销售为突破口，

拓展非通道业务，销售公司理财、基金、信托产品５８９９

万元。

（张　蕾）

·７２２·金融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