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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概况】　工行如皋支行下辖二级支行１１个，其中

城区支行６个、集镇支行５个。有员工１６９人，其

中在编员工１５１人、劳务派遣用工１８人。２０１１

年，全行实现经营利润１．７６亿元。工行如皋支行

营业部被工商银行总行授予五星级精品网点称号，

被省妇联授予“巾帼示范岗”称号；城中支行被工商

银行总行授予五星级精品网点称号，被工商银行江

苏分行授予“青年文明号”称号；白蒲支行党支部被

工商银行总行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环南支行、白

蒲支行继续保持工商银行江苏分行四星级精品网

点称号。

存款业务　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６６．１３

亿元，同比增加１１．７７亿元，增量占比列全市四行

（中行、农行、建行、工行）第二。其中，对公存款余

额２５．７６亿元，同比增加６．６７亿元，增量占比列全

市四行第二；储蓄存款余额４０．３７亿元，同比增加

５．１０亿元，增量占比列全市四行第一。

贷款业务　年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２８．８５

亿元，同比增加１．９４万元。外币贷款余额２２３０万

美元，同比减少１９４７万美元。表外信用总量余额

１０．５７亿元，同比新增５．２４亿元。

中间业务　年内，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８０３１万

元，同比增加２５１０万元，增幅４５．４８％。实现国际结

算量８．７３亿美元，同比增加２．３１亿元，增幅

３６．１１％。代理个人保险１３５２０万元；企业网上银行

客户新增５０７户，个人网上银行客户新增１４３５８户。

【工行如皋长江支行成立】　１月，为扩大工商银行

在长江镇的影响，工行如皋长江支行正式成立。

年内，通过“拓户扫街”活动加强宣传，提升如

皋长江支行知名度；借助工商银行优势产品，开展

同业竞争；加强对优质客户关系维护和跟进，努力

建立客户对工商银行的忠诚度；提升柜面服务水

平，为长江镇居民提供优质快捷的金融服务。明确

中小企业拓户目标，突出行业大户营销突破，对优

质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年末，工行长江支行实现本

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１１４１３万元，成为２０１１年度省

内工行系统唯一一家当年开业存款超亿元的营业

网点。

（戴春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支行

【概况】　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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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人。

２０１１年，实现拨备后利润１９４０４万元，同比增盈

９４６３万元，同比增长９５．１９％，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１２７．６６％。农行如皋市支行综合业务发展考核

得分位列南通分行系统第一，被农总行确定为全国

１１０家重点县域行之一；支行系统被南通市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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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表彰为文明行业；支行党委被省分行表彰为先

进基层党组”，被省分行、南通分行表彰为“四好”领

导班子先进集体。

存款业务　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９５．９７

亿元，较年初净增２７．０８亿元，其中，储蓄存款较年

初净增４．２７亿元，对公存款较年初净增２２．８亿

元。各项存款净增总量居南通分行系统第一、如皋

市金融机构第一，净增市场份额在全市四大行中占

比５２．３％。年内，以“包户包效”工作为抓手，扩大

和巩固基础客户群体，个人贵宾客户增长率居南通

分行系统首位。

贷款业务　年末，常规各项贷款余额２９．０９亿

元，比年初增加７．３亿元；信托融资贷款余额２３亿

元，比年初增加２３亿元。贷款实际投放总量３０．３

亿元，增量位列南通分行系统第一。年内，争取省、

市分行政策和资源的倾斜，成功开辟融资新领域，

拓展信托融资贷款２３亿元。个人贷款呈快速增长

趋势，年末个人贷款余额达７２２７０万元，较年初净

增３２０３７万元，增量市场份额的３７．９８％，同比增

加１４个百分点，增量市场份额在全市四大行和南

通分行系统内均位列第一。农户小额贷款新增

３１９７万元，任务完成率１６８％，惠农贷款用信总额、

任务完成率均居南通分行系统首位。

中间业务　年内，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０５０２万

元，同比增加５９２４万元，增幅１２９．４％，支行被南

通分行表彰为中间业务发展先进单位。实现国际

结算量３．６７亿美元，同比增加８７００万美元，开立

全额保证金保函２１１０万美元、敞口保函１．６亿美

元。新增有效贷记卡６８３５户，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１１０．２％；新增借记卡７８４３６张，完成目标任务

的１３０．７％；新增惠农卡１３７５５张，完成目标任务

的１１３．６８％。新增个人电子银行注册客户９５６４４

户，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１０１％。代理寿险１９４０９

万元，任务完成率居南通分行系统第一。被南通分

行表彰为２０１１年度创利先进单位。

营业网点建设　年内，调整优化网点布局、设

立支行理财中心，增设市民服务中心、建华管桩、南

通锻压３家自助银行并投入运营，进一步加大服务

覆盖面。对营业网点配备大堂副理、大堂保安，提

升服务窗户优质文明服务水平，在省分行外聘机构

进行的网点文明标准服务质量明察暗访测评中，平

均得分列南通分行系统第三。８月１９日，农行如

皋港区支行正式对外营业。８月３１日，农行如皋

市支行理财中心揭牌。

【农行如皋市支行被农总行评为案件防控先进单

位】　１２月，农行如皋市支行被农总行评为案件防

控工作先进单位。

年内，农行如皋市支行先后组织开展合规文化

建设、基础管理提升年、银行业内控和案防制度执

行年、风险管理宣传月等系列活动，将案件防控措

施落实到工作每个环节，确保平安运营无事故。

【江苏熔盛重工获农行追加授信２００亿元】　年内，

农行如皋市支行积极向上级行争取政策倾斜。８

月１８日，农行江苏省分行继２０１０年对江苏熔盛重

工授信８０亿元基础上，追加授信２００亿元。

【信托融资贷款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　年内，农

行如皋市支行经过积极争取，在省、南通市分行

大力支持下，信托融资业务实现历史性突破，两

度对江苏熔盛重工发放信托融资贷款，总量达２３

亿元。

【农行如皋市支行被列入全国１１０家重点县域支

行】　年内，农总行根据重点县域支行推进计划，依

据经营目标责任制考核情况和业务发展监测情况，

将如皋市支行列入全国１１０家重点县域支行。

【农行如皋市支行被农总行确定为江苏唯一巡查工

作试点行】　年内，农行如皋市支行被农总行确定

为全国农行系统１０家、江苏唯一一家巡查工作试

点行。１０月中旬～１１月中旬，省、南通市分行巡查

工作组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现场巡查，充分肯定如皋

支行内控合规、风险防控、党风行风建设、综合竞争

能力、业务经营等工作和成果，并将如皋支行巡查

工作经验在全省农行系统纪检监察和案件防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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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上展览、推广。

【农行如皋市支行被省分行认定为信贷“三化三无”

单位】　年内，农行如皋市支行切实加强信贷管理

工作，连续两年实现贷款“零不良”，被农行江苏省

分行认定为信贷“三化三无”（“三化”指信贷工作制

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三无”是指无应收未收利

息、无可疑类及可疑类以下贷款、无淘汰客户贷款）

单位。全省农行仅有九家县级支行获此殊荣。

（刘晓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概况】　中行如皋支行下辖网点（含营业部）１１

个，其中城区８个、乡镇３个。全行有员工１９７人。

２０１１年，继续保持全省重点管辖支行称号，先后获

南通市２０１１年度机关企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先

进集体、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文明行业、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等称号，营业部继续被授予总行级“青

年文明号”，海中支行被授予省行级２０１１年内控合

规先进网点称号。

负债业务　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８０．３

亿元，比年初增加４．８亿元。其中，本外币储蓄存

款３３．１亿元，比年初增加３．１亿元；本外币公司存

款４５．６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６亿元。年内，支行负

债业务两次成功触摸百亿。

资产业务　年末，本外币贷款５０．２亿元，其中

人民币贷款４６．５亿元，比年初增加５．５亿元（不含

贴现、表外融资），占如皋市四大银行贷款市场份额

３１．１８％。人民币公司贷款３５．０２亿，比年初增加

３．５亿；零售贷款１１．４亿，比年初增加２．１亿；贴

现新增１．９亿；表外融资３．６亿。

中间业务　年末，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８６６０万

元，总量居南通辖内第二，同比增加２２０８万元，增

幅３４．２３％，其中，公司板块收入５９０８万元，个金

板块收入２７５２万元。

经营效益　年末，实现营业净收入３．０５亿元，

同比增加７５６８万元，增幅３３．０７％。完成拨备前利润

２．３８亿元，同比增加６５４２万元，增幅３７．８９％。实现

考核净利润１．６９亿元，同比增加５８００万元，增

幅５２．３％。

渠道建设　年内，以总行级标准重新装修海宁

支行、港区支行，增设荣威、城西工商分局、育贤离

行式自助银行，运行良好，为广大市民提供便捷、优

质金融服务。

蓝图上线　上半年，中国银行ＩＴ蓝图成功投

产上线，中行如皋支行克服人少、事务多矛盾，安排

专人负责实施支行蓝图上线，实现上线期间“零差

错”。

（施小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概况】　建行如皋支行下辖网点型支行４个、营业

部１个、分理处９个，其中乡镇营业机构６个。现

有员工２０６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１４４人，占比

７０％；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者４１人，占比２０％。

２０１１年，继续保持省、市、县（市）级文明行业、建行

总行级文明单位称号；在市政协组织的对金融系统

行风民主评议中，满意率位居各参评商业银行首

位。建行如皋支行党支部继续保持建行江苏省分

行党委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营业部继续保持全

国“青年文明号”称号。

负债业务　年末，全行本外币一般性存款余额

１００．４２亿元。其中，对个人储蓄存款５２．３６亿元，

比年初新增４．６１亿元；对公存款余额４８．０６亿元，

比年初新增３．５５亿元。存款余额位居建行江苏省

分行系统前五名，是建行系统苏中、苏北地区唯一

的百亿支行。

资产业务　年末，各类贷款余额５１．３９亿元，比

年初增加１０．４４亿元。资产质量继续优化，各类不良

贷款总额为９９５．９８万元，比年初下降２１５４．６４万

元；不良贷款率为０．１９％，比年初下降０．５８个百

分点。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１８９５亿

元，在当地同业中排名第一，中间业务收入占主营

收入的３４．６１％。市场份额占比３０．４２％，任务完

成率在建行南通分行系统内排名第一。年内，抓住

股市疲软期，创新销售建行个人金融产品，努力打

造建行品牌形象，至年底，销售各类基金１．５６亿

元，代理保险２．１亿元，基金、保险、“利得盈”销售

在当地同业及建行南通分行系统内均列第一。

渠道建设　年内，为进一步提高服务社会、服

务地方经济建设能力，在原有支行理财中心基础

上，为６个功能齐全型营业网点新建理财室，建立

以理财中心为核心，以理财室为基础，以网点个人

·４０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客户经理及个人业务顾问为骨干的客户理财服务

网络，提升对高端客户的服务能力和客户满意度。

增设中山西路支行。加大自助设备投入力度，全市

拥有附行式自助银行１４个、离行式自助银行１１

个，各种自助设备达６０台。加强电子银行建设，提

高和满足社会各界需求，缓解柜面服务压力。

（刘东升）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如皋支行

【概况】　交行如皋支行成立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

辖营业机构１个、自助服务区２个。全行在职员工

２３人。２０１１年，被如皋市政府评为支持地方经济

发展金融先进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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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亿元，较

年初净增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２％，完成南通分

行下达的任务指标数。其中储蓄存款１．２亿元，同

比增加０．９亿元；企业存款３．９亿元，同比增加

２．３亿元。年内，通过常态化吸存、资产业务拉动

负债业务、抓个人客户存款和抓年终建工分配等，

保证存款稳定增长。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６．６２亿元，比

年初增加５．２１亿元，同比增长３７０％。贷款构成

中，对公贷款５．２亿元，展业通贷款０．６５亿元，个

人类贷款０．７９亿元。作为新成立的一家银行，年内，

推动授信业务，拓展客户，争取南通分行政策和资

源倾斜，超额完成南通分行下达的贷款增量计划。

中间业务　年内，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６３２万

元，完成率１１２％。实现国际结算量８００万美元，

累计开立信用证１２００万美元，开立国内信用证

９７７０万元。全年发卡３４００张，其中借记卡２５００

张、贷记卡７２０张、“双卡”（同时拥有借记卡和贷记

卡）１９０张，年末卡存款余额４０００万元。全年销售

各类基金９００万元、黄金３００万元。

营业网点建设　年内，建成如皋国美自助服务

区，营业网点实现大堂经理双配，加强人员技能培

训和服务检查，提升服务窗口优质文明服务水平，

加强硬软件建设，确保全年无服务投诉、无营运事

故发生。

【交行如皋支行人民币贷款增量居如皋银行同业第

三】　年内，交行如皋支行以支持如皋经济发展为

己任，支持辖区企业发展壮大，积极向上级行争取

信贷资金和规模，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５．２１亿元，

增量位居如皋银行同业第三。新增实体贷款发放

量远超政府下达指标，被交行南通分行授予先进集

体称号，被市政府授予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金融先进

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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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部和营业部４个部门，现有在职职工

３０人。２０１１年，获优秀党支部等５个总行级、６个

分行级先进称号。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１１．０４亿元，

较年初增加２．９２亿元。其中，储蓄存款余额１．７

亿元，较年初新增５１７３万元；对公存款９．３亿元，

较年初新增２．４亿元。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为１０．８２亿

元，较年初新增２．４６亿元。

中间业务　年内，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３０７．４７

万元，任务完成率１２５．５３％，其中，财务顾问费收

入４４．３２万元、保函收入０．１２万元、委托贷款手续

费４６．１２万元、国内保理收入３６．０２万元、贷款承

诺费收入１６８．４２万元、其他收入１２．４７万元。

国际结算　全年国际结算量９４６６万美元，完

成全年任务指标９０００万美元的１０５％。

（凌凯菲）

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概况】　如皋农商行下辖营业部１个、支行５６个，

其中城区网点１１个、乡镇网点４６个，设有ＡＴＭ

等自助设备８０台，现有在岗员工６４９人。２０１１

年，继续保持南通市文明单位称号，被南通市公安

局评为治安保卫工作先进集体。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存款总额１３７．５８亿元，

较年初净增２４．８７亿元，增幅２２．０７％，其中，储蓄

存款较年初净增１９．２１亿元，对公存款较年初净增

５．６６亿元。各项存款总额增量占如皋市新增存款

市场份额的２２．４１％，增量和增幅均位居南通农信

系统第二。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总额９５．７１亿元，

较年初净增 １４．２１ 亿元，增幅 １７．４３％，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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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６９．５７％。

电子银行业务　年内，新增网银客户９２６６户，

其中个人网银客户７３７５户、企业网银客户１８９１

户。新增手机银行３２１８户、ＰＯＳ商户１０６８户。

电子银行离柜率达３７．４３％。在江苏省信用合作

联社组织的“ＰＯＳ”收单竞赛活动中获全省第二，电

子银行业务在全省农信系统综合考核排名第一。

资金业务　年内，票据交易量２３１．１亿元，实

现票据利差１３６７７万元；债券交易量１２５０亿元，实

现债券投资收益１４７０６万元，债券交易量位居全国

农商行系统第２３名。１２月２０日，在中央国债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公司）举办的

２０１１年度优秀学员表彰大会上，如皋农村商业银

行资金营运部的陆星成、沈群瑶分别以第五期和第

六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评为优秀学员，如皋农村

商业银行被中债公司评为全国中债培训“十佳”组

织机构之一。

【如皋农商行创新拓展业务】　年内，如皋农商行创

新思维，不断拓展新业务。

９月６日，全省首家“快付通”工程（市民卡）受

理点在东陈镇尚书村品德超市揭牌。“快付通”是

如皋农村商业银行与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联名定

制发行的“圆鼎·长寿卡”，该卡与如皋农村居民使

用的“涉农一折通”存折实行对接。如皋农商行在

全市各行政村择优挑选合作商户作为“快付通”受

理点，为其安装“快付通”专用机具，村民持“圆鼎·

长寿卡”在受理点即可办理５００元以内小额取现、

刷卡消费、转账和查询等金融业务，足不出村就能

享受到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截至１２月末，该业

务覆盖全市１８０个行政村。

９月２４日，如皋农村商业银行取得省银监局

同意开办外汇业务的批复，成为南通地区首家获得

外汇资格认证的农村商业银行。

１０月２６日，如皋农村商业银行正式代销上海

有金人家投资有限公司、国金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两

家公司的各类贵金属产品，成为苏中、苏北地区首

家开办此项业务的农村商业银行。

１２月１７日，如皋农村商业银行发行首款汇富

理财产品，成为苏中、苏北地区首家发行个人理财

产品的农村商业银行。

【全市首档金融类电视专栏———《如皋农商行十分

钟》正式开播】　１０月１２日，由如皋农村商业银行

与如皋电视台共同创办的《如皋农商行十分钟》电

视专栏正式开播。栏目以“服务大众，共享发展”为

宗旨，时长１０分钟，每两周一档，设有金融参考、圆

鼎聚焦、童心同行、财富观察、支行风采等子栏目，

是如皋市第一档金融类电视专栏。

（顾圣杰）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如皋市支行

【概况】　农发行如皋市支行有正式员工１５人，下

设办公室、计划信贷部、会计出纳部３个工作部

门。２０１１年，实现账面利润４０９２万元，较上年增

加１３１１万元。实现人均账面利润１７１万元，增

幅１４％。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苏省分行评为

精品行、全省存款工作先进集体、四星级文明窗

口服务单位、信贷资产优质行，支行党支部被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南通分行党委评为优秀基层党

组织。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４０２２０．３４万

元，其中企事业单位存款余额４０２２０万元，较上年

增加２３３４０万元。存款旬均余额３４７６１万元，人均

１９３１万元，存款任务指标完成率为１０７．２９％。

贷款业务　年末，贷款余额１４３１０２．２８万元，

同比增加２０８２８万元。旬均贷款余额１４２７００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３２５２４万元，增幅

２９．５２％。账面贷款综合利息收回率为９９．９６％，

其中，政策性贷款利息收回率为９９．９５％，商业性

贷款利息收回率为１００％。到期贷款收回率

１００％，无不良贷款发生。

中间业务　年末，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７２．５９万

元，其中，代理保险手续费收入３．０６万元，国际业

务代理手续费收入５．１万元。人均中间业务收入

４．０３万元，任务指标完成率１００．８２％。

（顾峻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如皋市支行

【概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如皋市支行有营业网

点９个、自助服务区１３个、ＡＴＭ 自动取款机５５

台、ＰＯＳ转账机９００多台。现有员工１３８人，其中

中长期劳动合同员工９８人、劳务用工４０人。２０１１

年，实现金融业务自营收入５３７７万元，完成年度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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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目标的１００．６６％，同比增长５２．６１％，列南通地

区县级邮政银行第一位、全省第五；实现利润２２４４

万元，同比增长８４．４８％，列全南通地区县级邮政

银行第二。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储蓄余额１８．６１亿元，

较年初增长２．４５亿元，其中活期存款４．６７亿

元，较年初增长０．８７亿元，净增数居全省县级邮

政银行首位。对公存款余额３．６３亿元，较年初

净增１．９亿元，增幅１００％。实现收入４６０万元，

同比增长３００％。代收费税９０００万元，较上年末

增长５０７２万元，增幅１２６％；归集电力资金１０

亿元。

贷款业务　年末，各类贷款余额３．２７亿元，结

存金额２．５亿元，实现信贷业务收入１３９６万元，完

成年度预算目标１０３％，同比增长１１０．４％。其中，

小额贷款累计放款１９０９笔，金额１．４１亿元；个人

商务贷款放款５８８笔，金额１．６９亿元；二手房贷款

放款８０笔，金额１６９７万元；小企业贷款放款８４００

万元。

中间业务　年内，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１３９万

元。全年代理各类保险１．５亿元，代理保险业务收

入７１０万元，同比增长６８．２５％，列全南通地区第

一位；销售理财产品７５９７．４万元，发放信用卡

１９１７张。

【实现业务单元多元化】　年内，邮储银行如皋市支

行从储蓄存款为主体的单一负债业务，走多元化发

展之路，向开办全方位金融业务转变。先后开办国

内异地存取款、个人账户结算、邮政小额贷款、二手

房贷款、商务贷款、小企业贷款、外币存款、国际西

联汇款、基金理财业务以及各类代收、代付为主体

的中间业务。邮储银行日益深入老百姓生活，被称

为“百姓银行”、“绿色银行”。至年底，全市近２０％

单位和企业通过邮政储蓄代发工资，６０％以上手

机、电话用户在各邮政服务窗口缴纳费用，７０％以

上离退休人员到邮政领取养老金，８０％城乡居民个

人汇款通过邮政企业发出。城乡居民在邮政储蓄

开立的个人账户突破２００万户，邮政绿卡持有客户

达５５万户，卡户总余额达９．８亿元，借记卡市场占

有率位于全市各金融机构前列。邮政储蓄成为如

皋城乡居民资金结算的主渠道之一。

（肖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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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个，聘用代理人员１１０人。公司现有员工５０人。

其中，大学本科学历者１４人，占比２８％；大专学历

者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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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业务发展　年内，实现保费收入１．４亿元，同

比净增５１２８万元、增长５７．７９％，保费收入仍居全

市同业第一，市场占有率超过５０％，成为全省江北

财产保险行业保费收入首家过亿元的县级支公司。

赔款支出　全年处理理赔案件７６３９件，累计

支付赔款 ４７０２ 万元，提取各项理赔准备金

２１７１．０８万元，缴纳各项税收６７４．３４万元。

（张　露）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如皋支公司

【概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司

总资产１８亿元，下设农村网点１３个。现有员工

８０人、代理人１２００多人。２０１１年，被省文明办评

为江苏省文明行业。

业务发展　年内，实现个险、团险、银保业务总

保费收入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７．７％，总量列全省

县支公司第三。实现首年保费３．６亿元，总量列全

省县支公司第四；期交首年保费首次突破１亿元，

达１．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９４％，总量列全省县支

公司第四；十年期及以上期交首年保费突破４０００

万元，达４１７１万元，总量列全省县支公司第五。针

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农村寿险市场，年内新建驻村工

作室３８个。

客户服务　年内，注重过程监督和追踪。全年

累计处理卡折保单８９２５７件、长险保单１０２５９件、

团险业务３０２件，处理赔案７２９０件，赔款总金额

２０７０万元，满期金及养老金给付９８０６．９２万元。

公益事业　年内，借助市政府推出“长寿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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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宣传，创新保险服务，开拓老年人意外伤害保

险业务和服务领域，参保老人７０８９６人，收取保费

２８３．５８万元，２０００多个家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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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员工５１人、工作站２２０余个。

业务发展　年内，贯彻中信证券公司经纪业务

转型与升级要求，探索新商业模式在营业部落地问

题，注重非通道业务开拓和金融产品销售。全年新

增客户１９１７户，融资融券新开户５０人，累计８２

人，累计授信额度１．１８亿元，佣金收入６０余万元。

股指期货客户新开户３户，商品期货客户新开２７

户，开通债券逆回购业务客户６８户，成交金额

６０．９７亿元。金融产品销售２１８０万元。

团队建设　年内，加强前台Ａ、Ｂ团队建设，扩

大团队规模，提高员工素质。扩大Ａ团队人员规

模，通过各种途径招聘人员，并根据考核情况实行

淘汰。年内，Ａ团队新增１３人，转岗、淘汰１０人。

新组建的Ｂ团队现有９人。建立银行网点渠道８

个、非金融网点渠道４人。组织员工参加中信证券

公司和江苏分公司各类培训，如皋营业部投顾岗对

前台人员培训２７次，引导客户经理正确面对股票

市场波动性风险。开拓营销渠道，前台Ａ团队营

销渠道网点新增加３人。８月，组建Ｂ团队，拓展

营销渠道，建立银行网点渠道８个、非金融网点渠

道４人。

客户服务　年内，组建投资顾问团队，制订公

共客户服务方案，发挥业务咨询岗作用。制订后台

各岗位目标责任书考核办法，并与季度总经理激励

基金挂钩，调动后台员工服务客户积极性，提高客

户覆盖面和服务质量。推广中信证券公司客户分

级分类服务方案，全力推广核心客户咨询平台，推

进白金版、黄金版、推行产品签约。推出如皋营业

部“通翼金略”投顾产品。开展多种形式服务活动，

投资顾问全年举办客户讲座、培训、座谈会等活动

２６次。利用多种通信手段密切与客户的沟通与联

系，与投顾、业务咨询等人员通过飞信、ＱＱ等手段

建立联系的客户达８００人。为申购新股的低风险

客户服务，开通国债逆回购业务客户６５人。坚持

在前台客户经理中推广投顾式服务，让客户真正体

会到中信服务特色。

（张　蕾）

·８０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