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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全市有银行金融机构（管理支行）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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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家，银行机构在册人员１９０１名。

拥有农村小额贷款公司３家，县级保险机构２８家，

证券机构４家。２０１２年末，全市本外币各项存款

余额６７８．９３亿元，比年初增加７５．４７亿元，同比增

长１２．５１％。其中，单位存款余额２２７．０６亿元，较

年初增加５．１５亿元；储蓄存款余额４３７．２３亿元，

较年初增加６５．９８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３６７．８０亿

元，比年初增加６８．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０３％。

贷款增幅居南通六县市区第三。全年证券交易总

额达亿元。

货币政策　年内，市金融办、人民银行如皋市

支行按季召开银政联席会议、信贷工作例会，通过

经济金融形势分析、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等途径及时

研究解决金融机构困难和问题。采用按月监测、日

终跟踪和诫勉谈话相结合的方式，规范如皋农村商

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信

贷行为。指导如皋农商行降低票据占比，腾出更多

资金空间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１１月为该行办理

票据再贴现３０００万元。实施“民生金融创新利民

工程”，引导商业银行深化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服务，

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２年末，全市

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２９８．８６亿元，较年初增加

５７．７７亿元，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１４３５万元、妇女创

业贷款１０５万元。全年组织银企对接活动２４场，

参与银行累计达１３家、企业４７０多家，达成信贷授

信或合作签约金额１８多亿元。拓展表外融资渠

道，通过为优质企业扩大抵质押物范围等方式，解

决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年末，表外融资余额１７３．４６

亿元，较年初增加８８．６６亿元。创新银企对接方

式。５月１２日，召开建立如皋市中小企业金融顾

问制度动员大会，首聘３０５位金融顾问与２８６家中

小企业结对挂钩，为中小企业牵线办实事。６月，

召开全市金融机构与花木盆景商会成员单位银企

洽谈会，专题研究解决农业企业贷款抵押问题。７

月，组织全市各银行机构及４８家具有代表性的科

技企业负责人对接洽谈，有１２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与３０家科技型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授信金额４．３

亿元。

金融生态　年内，市金融办、人民银行如皋市

支行组织推进金融生态优秀县（市）创建活动，完善

各项金融生态创建基础工作。印发《如皋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法规情况评价办法》

（试行），建立年初部署、年中推进、年终考核工作机

制。对如皋农商行城南支行、江苏银行如皋港区支

行等６家机构加入人民银行支付系统进行准入管

理，协调和落实民生银行和无锡农商行现金寄库等

业务。年内累计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现场

执法检查８次，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合规经营。按期

完成对３０８家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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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家次外汇现场检查，规范外汇市场秩序。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如皋市金融风险（事件）信息报送

工作的通知》，召开风险信息员工作会议，规范金融

风险信息报送工作。坚持执行如皋市金融诚信体

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亿元企业金融稳定信息

跟踪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推进人

民币流通满意工程，全年培训银行一线柜面人员反

假币知识２５０人次，建立３５０多名识别师、鉴别师

的反假队伍。以假币零容忍为目标，推动冠字号码

管理工作，辖内自动柜员机配款记录、存储、备查冠

字号码服务范围实现全覆盖。坚持双人收缴假币、

账实分管制度，全年收缴假币１２０２张，金额

１０８０７５元。６月，配合相关部门妥善解决辖内２家

肠衣企业主“跑路”事件．８月，顺利化解关于江苏

熔盛重工负面报道。延伸金融风险防控触角，将辖

内３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３家融资性担保公司、４

家典当行、１家农民资金互助社等非银行业机构纳

入风险监测范围。７月，举办２０１２年度银行业金

融机构反假货币知识暨点钞识假技能竞赛。

金融服务与管理　年内，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

新增一级支行１家、二级支行６家、自动柜员机

１４９台。９月１２日，民生银行如皋支行顺利开业，

浦发银行完成选址。东海证券、长城证券营业部分

别于９月份和１１月份开业，建立注册资金均为１

亿元的担保公司２家。年末，全市开业农村小额贷

款公司３家，各项贷款余额３．２７亿元，较年初增加

１．９１亿元，有力支持“三农”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

人民银行如皋市支行加强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快通

工程”建设，将银行卡助农取款列为年内“行长工

程”，出台《如皋市２０１２年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

作实施方案》，并以如皋农商行为推进重点和示范

单位，建成“金融便民服务到村”服务点７００多个，

实现助农取款服务点行政村１００％全覆盖。规范

“窗口”柜面服务，累计核准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３７８８户。办理企业贷款卡年审１７５９家，新办贷款

卡４７３家，办理机构信用代码１４６５户。办理个人

信用信息查询１０８３人、企业信用信息查询１７２家。

通过“国库速达工程”，累计办理国库集中支付

９．７９亿元，支付各类补贴２．７９亿元，退税１６．１４

亿元，实现拨款资金零在途。全面推进货物贸易外

汇管理制度改革，累计向出口企业发放核销单

１５８４０份，实现出口收汇３５．８８亿美元、进口支出

２０．１５亿美元、到账外资２．１５亿美元。累计办理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４５４笔，金额７７．６９亿元，在

南通六县市区名列第一。围绕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地方融资与银行存款波动、地方法人机构经营现

状、中小企业融资情况等热点问题开展４０多个专

题调研，上报政务信息１００多条，被人民银行中心

支行以上录用信息６５条，被评为月度“信息之星”。

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６＋１”业务竞赛评比活

动，编制《金融消费者教育知识手册》、《金融消费者

维权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结合征信、国债、反假

货币、外汇等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推动金融法制宣

传进超市、进工厂、进学校、进乡镇、进农户“五进”

活动，年内举办金融法制宣传专题活动４次，累计

发放宣传材料万余份。３月，开展“３·１５”金融消

费维权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组织辖内各银行举办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咨询周活动和大型广场集中宣

传活动，在媒体公示金融消费维权渠道。７月，开

展货物贸易改革培训。１０月，开展跨境人民币业

务培训。１１月，举办金融职业道德主题教育活动

演讲比赛，评出金融职业道德标兵１０名。

【人民银行如皋市支行举办企业货物贸易外汇管理

政策培训】　７月２７日，人民银行如皋支行外汇管

理部门为辅导期内企业举办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政

策专场培训，回顾新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政策出台历

程，比较新、老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政策共同点与异

同点，详解如何贯彻执行新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政

策。３０家辅导期内企业参加培训。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起，新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

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但辅导期内企业由于开

展对外贸易时间不长，对新贸易外汇管理政策还不

够熟悉。通过培训，让参培企业掌握新贸易外汇管

理政策，合法合规经营。

【全面实施“行长工程”推进助农取款服务】　年内，

人民银行如皋市支行将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

作为“行长工程”全面推进，全市实现助农取款服务

点行政村全覆盖，成功建立“金融便民服务到村”服

务点７００多个。至１２月末，各服务点累计业务交

易４．８４万笔，金额２８５．０７万元，成功搭建新农村

支付结算平台。如皋市农商行银行卡助农取款服

务工作在南通六县区名列第一。１０月２７日，江苏

·１７２·金融业



电视台记者在白蒲镇杨家园村品德超市等２家银

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现场采访，宣传如皋市助农取

款服务做法。

（马　晖　章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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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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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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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江苏分行授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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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如皋支行各项存款余额

７２．８８亿元，年度增加６．７５亿元。其中，对公存款

余额３０．３０亿元，年度增加４．５４亿元；储蓄存款余

额４２．５８亿元，年度增加２．２１亿元。

贷款业务　年末，工行如皋支行各项贷款余额

３９．６８亿元，年度增加９．４３万元。其中，流动资金

贷款增加４．２１亿元，项目贷款增加５亿元，个人类

贷款增加０．２２亿元。中间业务年末，工行如皋支

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００６９万元，同比增加２０３９

万元，增幅２５．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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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银行类中

间业务收入均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渠道建设　年内，工行如皋支行根据工商银行

总行统一标准，重新装修北大街支行，完成石庄支

行、白蒲支行迁址工作，增设九华支行，更好地面向

城镇，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为广大市民提供

更加优质金融服务，提升工行如皋支行在城镇的影

响力。

【工行如皋支行被省分行确定为全省唯一企业文化

可视化建设试点行】　年内，工行如皋支行被省分

行确定为全省唯一企业文化可视化建设试点行。

第三季度，如皋支行结合如皋地域特色，确立“思方

行圆，意诚志远”企业文化象征。支行成立企业文

化可视化建设实施小组，专门负责企业文化宣传和

推动工作。通过“视觉先行、听觉跟进、感觉引申”

可视文化系统，把企业文化通过直接、快速、耳濡目

染方式传递至全体员工，在全行营造出良好氛围，

提升员工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打造

“客户最优、服务最优、团队最优”精品县域支行。

（戴春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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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实现拨备后利润２１７１０万元，同比增加

２３０６万元，增长１１．８８％。被农总行表彰为服务

“三农”先进集体、第六届全国农行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先进单位，被南通分行表彰为２０１２年度农户金

融业务先进支行。

存款业务　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９８．１５

亿元，较年初净增２．１９亿元，其中，个人存款较年

初净增７．４５亿元，对公存款较年初减少５．２６亿

元，剔除年内到期的１２亿元信托存放款项，本外币

各项存款实际净增１４．１９亿元。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４０．５６亿元，

比年初增加１１．４７亿元，“四行”占比３２．０７％，增

量位列南通系统第一。个人贷款较年初净增２．４２

亿元，农户小额贷款新增９３４万元，超额完成南通

分行下达目标任务。年内，争取省、南通市分行政

策和资源倾斜，在优化结构基础上，持续增加信贷

有效投放，其中，新增实体经济贷款９．０５亿元，占

全行新增投放总额７８．９％。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３２６６万

元，同比增加２７６４万元，增长２６．３２％，其中新兴

中间业务收入占比７８．９％，总量及任务完成率均

位列南通系统第一。全年实现国际业务结算量

８．０５亿美元，同比增加５．０６亿美元，为历史最高

水平。新增个人电子银行客户１３１８４５户，新增企

业电子银行客户１５９６户，均超额完成南通分行下

达目标任务。

·２７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渠道建设　年内，农行如皋市支行举行“农行

之春”首届新年音乐会、“辉煌农行·感恩有您”客

户答谢会等系列活动，以“包户包效”工作扩大和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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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自助服务网点６个，增加自助设备

４０台，开通“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取款点７８个，开

通“智付通”（转账电话）取款点２６３个，实现全市所

有行政村金融服务全覆盖。发展电子银行业务，构

建电子银行产品“村村通”工程，至年底，累计向农

户发放惠农卡８６０５２张，投放转账电话５２９２台，开

通个人电子银行客户３３万户，开通企业电子银行

客户３６７９户，电子渠道类产品遍布全市各镇、村，

使广大农民、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个体工商业主足

不出户就能满足多种金融服务需求。被南通分行

表彰为２０１２年度农户金融业务先进支行。

【农行如皋市支行获农总行两项表彰】　年内，农行

如皋市支行加大对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支持力度，为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作出努

力。３月，被农总行表彰为服务“三农”先进集体。

７月，被农总行表彰为第六届全国农行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先进单位。是南通分行系统唯一获得此两

项表彰的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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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中国银行如皋支行继续保持全省重点管

辖支行，先后获南通市２０１２年度机关企事业单位

治安保卫工作先进集体、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称

号，港区支行获总行级“青年文明号”称号。

负债业务　至年末，中行如皋支行本外币各项

存款余额１０１．３亿元，较年初新增２１．１亿元。其

中本外币储蓄存款３５．５亿元，比年初增加２．４亿

元；本外币公司存款３４．２亿元，比年初下降１１．２

亿元；本外币同业存款３１．６亿元，较年初新增

２９．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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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末，本外

币贷款合计５４．９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５３．２亿

元，比年初增加６．６亿元（不含贴现、表外融资），占

如皋市四大银行贷款市场份额１５．０％。其中，人

民币公司贷款３７．８亿元，比年初增加２．８亿元；零

售贷款１３．３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９亿元；贴现新增

２．０亿元，合计新增人民币贷款６．７亿元。表外融

资５１．５亿元。

中间业务　至年末，中行如皋支行实现中间业

务收入１０２４８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２％，市场份额

占２１．９％。

经营效益　至年末，中行如皋支行实现营业净

收入 ３．４４ 亿元，同比增加 ４０２０ 万元，增幅

１３．２％；实现拨备前利润２．７１亿元，同比增加

３３１３万元，增幅１３．９％。

渠道建设　年内，中行如皋支行新增设白蒲支

行，海北支行移址改造为中山西路支行，大规模装

修改造营业部、海中支行，全行营业面积大幅增加，

营业环境明显改善，人员配置充足到位，硬件设施

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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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

有网点型支行５个、营业部１个、分理处９个，其中

乡镇网点６个。离行式自助区２８个，各种设备６３

台。２０１２年，建行如皋支行获省“文明行业”称号；

支行营业部继续保持全国“青年文明号”，获省银行

业协会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位称号；新皋桥支行被

命名为省分行级“青年文明号”。

负债业务　截至１２月末，全行一般性存款余

额１０９．６７亿元，当年新增９．２５亿元，新增总量排

名全市第一。其中，企业存款余额４８．６１亿元，当

年新增０．５５亿元；储蓄存款余额６１．０６亿元，当年

新增８．７亿元。

资产业务　年内，建行如皋支行大中小并举，

对公对私并重，重点加快交通、城建、新农村建设等

政策支持类重点项目投放，加大对小企业、个贷业

务营销力度。截至１２月末，各类贷款余额６１．４３

亿元，比年初新增１０．０５亿元。资产质量明显改

善，不良贷款额８６３万元，不良率为０．１４％。

经营效益　年内，建行如皋支行财务效益同比

提高，财务运行质量好转，效益结构全面改善，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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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利差收入同比均有大幅增长，资本性支出基本

正常，实现账面利润３．０２亿元。

渠道建设　年内，长江分理处、中山西路支行、

福寿西路支行先后投入运营。增设如皋汽车站、经

济开发区人才公寓、如皋软件园、人民医院、公安局

等自助服务区。

（俞书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如皋支行

【概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如皋支行成

立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辖营业机构１个，自助服

务区２个。２０１２年，交行如皋支行综合考核得分

位居南通分行经营部门第一名，被交通银行南通分

行评为先进集体。

存款业务　年内，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如皋支行通过常态化吸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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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建设

居民拆迁款等方式方法，保证存款稳定增长。年

末，各项存款余额１１．１２亿元，较年初净增６．１亿

元，增长１２２％。其中，储蓄存款２．３２亿元，增加

１．５４亿元；企业存款８．８亿元，增加４．９亿元。

贷款业务　年末，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如皋支行各项贷款余额１１．３亿元，比年初增加

４．６７亿元，增长６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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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增量计划。

中间业务　年内，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如皋支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５５０万元，实现国际结

算量３６４４９万美元，累计开立信用证及信用证融资

４１３５８万美元（含离开岸），开立国内信用证４６１７５

万元。全年发卡３３３０张，其中借记卡２４００张、贷

记卡９３０张，年末卡存款余额４６００多万元。

【交通银行如皋支行人民币贷款增量居南通交行经

营部门第二】　年内，交通银行如皋支行积极向上

级行争取信贷资金和规模，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４．６７亿元，增量位居南通交行经营网点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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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４个，下辖经营

性支行１家。２０１２年，被南通分行评为“五星级网

点”，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评为南通市文明单位，被

省总工会授予“工人先锋号”称号。

存款业务　年末，江苏银行如皋支行各项存款

余额１８．５７亿元，较年初增加７．５４亿元。其中，储

蓄存款２．８７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１４亿元；对公存

款１５．７亿元，较年初增加６．４亿元。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为１５．９８亿

元，较年初增加５．１７亿元。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０９１万

元，超全年目标任务６２３万元。

国际结算　全年实现国际结算１１３９４万美元，

实现结售汇４７７９万美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３８．７１万美元，新开户１９户。

渠道建设　年内，江中花园自助银行建成。支

行营业部由中山大厦搬迁至如皋烟草公司大楼裙

楼，营业面积和硬件设施得到改善，服务水平得到

提升。５月２８日，所辖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

皋港区支行正式对外营业。

【江苏银行如皋支行当选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

“千佳”示范单位】　１２月，江苏银行如皋支行被中

国银行业协会授予２０１２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

服务“千佳”示范单位称号，是如皋地区唯一获此殊

荣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年内，江苏银行如皋支行秉承“合规、业绩、责

任”传统企业文化，不断加大硬件设施改造，加强和

改善公众金融服务，强化内控管理，在文优、内控、

合规经营等方面均取得长足发展，圆满完成上级行

及地方政府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

（朱路平）

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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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行式自助服务点６

个，设有ＡＴＭ等自助设备９３台。２０１２年，继续

保持南通市文明单位称号，被南通银监分局评为支

农金融服务突出贡献集体。如皋农村商业银行“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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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行”被评为如皋市首届“十大”爱心品牌。搬经

支行被中央金融团工委及中国银行业协会授予全

国送金融知识下乡宣传服务站称号，被江苏银监局

团委、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授予送金融知识下乡宣传

服务站称号。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存款总额１６０．５９亿元，

较年初净增２３．０１亿元，增幅１６．７３％。各项存款

总额占如皋市场份额２３．７８％，各项存款增量占如

皋新增存款市场份额３０．５６％。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总额１０９．７４亿元，

较年初净增１４．０２亿元，增幅１４．６５％。各项贷款

总额占如皋市场份额的２９．６６％，各项贷款增量占

如皋新增贷款市场份额的１９．８３％。年内，开通

“９６００８”贷款预约热线，实现贷款申请３６５天２４小

时语音受理，为客户新增更为方便、快捷的电话预

约申请贷款途径，全年累计受理电话预约贷款

１５５９笔，限时办结、回复１５５９笔，成功发放贷款

１４０３笔，预约成功率９０％。开办小企业联保联贷

贷款业务，向辖内白蒲、丁堰、江安、黄市４家支行

的６个小微企业联保联贷联合体的２１户小微企业

授信４８００万元，化解部分小微企业抵押资产少、担

保难找的实际难题。开办农户小额保证保险业务，

与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对５万元以下

农户贷款进行统一保险，凡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无

需提供担保，除承担贷款利息外，不需承担其他任

何费用，全年发放农户小额保证保险贷款９３６笔，

金额３７３７．０４万元，占新增个人贷款的１４．７７％，

有效化解农户担保难问题。４月，江苏省联社在如

皋召开南通、盐城地区农信系统“９６００８”贷款预约

热线现场推进会，将如皋农商行做法在系统内

推广。

电子银行业务　年内，建立并正常运行“快付

通”服务点５１８个，实现全市行政村全部覆盖，自然

村覆盖面达８０％。配发“圆鼎长寿卡”１９．４７万张，

“快付通”交易笔数３７１０２笔、交易金额２７４．０６万

元。新增网银客户４８２０户、直联ＰＯＳ商户７０８

户、圆鼎借记卡２８．０２万张。电子银行离柜率达

４８．０８％，电子银行业务在全省农信系统综合考核

处于先进行列。

资金业务　全年累计票据交易量５２７．４１亿

元，实现票据业务利差１．７８亿元。实现债券交易

量３２８２亿元，债券投资净收益１．８１亿元，债券交

易量位居全国农商行系统第２０位，同业交易对手

达１６２个。

国际结算　年内，开立外汇账户５０户，累计外

汇交易量１０８０万美元，办理国内信用证交单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５月３日，取得江苏省外汇管理局同

意开办结售汇业务批复。７月２６日，如皋农商行

国际结算业务正式开通，填补如皋农村金融国际结

算的业务空白。

网点建设　年内，完成营业部、城南、如城等８

家网点规范化修建改造，为已经完成标杆网点现场

辅导的２０家支行统一配备电子回单箱等电子化设

备，建成一批精品网点。以营业部、开发区、城东、

城南４家网点为试点，开展专业化标杆服务培训，

实现营业环境规范化、员工形象职业化、服务技能

专业化。在全市２０１２年反假货币知识和点钞识假

技能比赛中，夺得４个比赛项目的第一；在２０１２年

南通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反假货币知识和点钞识假

技能比赛中，获得团体二等奖；在２０１２年省金融机

构点钞识假技能比赛中，营业部吴丹青获三等奖，

被授予省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如皋农商行举办首届银行同业交流会】　４月２１

日，如皋农商行举办首届银行同业交流会，全国各

地８８家银行业金融机构１８８名嘉宾应邀出席会

议。此次会议成为如皋农商行与全国金融同业深

化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参加机构数量、出席人数均

创省内同类同业交流会之最。

【如皋农商行举办首届贵金属业务推介暨贵金属产

品展示会】　９月１８日，如皋农商行举办首届“迎

中秋、庆国庆”贵金属业务推介暨贵金属产品展示

会。参加展示会中、高端客户１６０人，现场交易额

达３９０万元，创江苏农信系统同类展示会单日现场

销售额之最。

（顾圣杰）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如皋市支行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如皋市支行

实现账面利润５６７６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１５８４万元，增幅３８．７１％。被省分行授予２０１２年

度精品行、信贷资产优质行称号，被南通市分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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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进单位。

存款业务　年末，存款余额４４４１１万元，同比

增加４１９１万元。２０１２年，企事业单位存款日均余

额５１９６４万元，同比增加１７１９７万元；全年营销非

贷客户５１个，日均存款１３０２２万元。累计签发银

行承兑汇票１２５笔，金额为１３１９５７万元。办理减

免保证金开证１笔，金额为７９６．９６２９万美元。

贷款业务　全年发放贷款９．５５亿元，年末各

项贷款余额１６５３９７万元，同比增加２２２９５万元，增

幅１５．５８％，账面贷款综合利息收回率为１００％。

其中，粮棉油购销储（含糖、肉）贷款余额１１４１７万

元，其他短期贷款余额３３００万元，中长期贷款余额

１５０６８０万元。到期贷款收回率任务１００％，实际收

回率１００％，全年无不良贷款发生，年初、年末无不

良贷款余额。年内，贷款支持政府土地收储１３万

平方米，兴建水利工程２个；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

２个，惠及农户２０７５户。

中间业务　年内，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３１．７万

元。其中，代理保险手续费收入９．６１万元；完成国

际业务结算１０３６．９６万美元，国际业务代理手续费

收入８．１万元；实现人民币中间业务收入４．２４７２

万元；融资业务收入９５．３万元。

（顾峻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如皋市支行

【概况】　邮储银行如皋支行下辖营业机构９个，其

中城区２个、乡镇７个。全行有员工１４３人，其中

中长期劳动合同员工１０２人、劳务用工４１人。

２０１２年，实现金融自营收入６４０１．８９万元，同比增

长１８．１８％，列南通地区县级行第一；利润３１０４万

元，同比增长３８．３％，列南通地区县级行第二。总

规模列全省县级行第１１位。

存款业务　年末，各项储蓄存款余额２０．８８亿

元，较年初增长２．０１亿元，其中活期存款平均余额

５．５７亿元，活期比例较年初增长１．７％，占比达

２６．７％。对公存款余额４．５８亿元，实现收入

８０７．６３万元，同比增长８３．９８％。承兑汇票贴现

１０．０８亿元，代收非税２．３３亿元，归集电力资金１２

亿元。

信贷业务　年末，各类贷款结存余额３．８亿

元，全年净增８７３９万元，实现收入１７８７．５２万元，

同比增长２６．８８％。其中，小额贷款放款１５１５笔，

金额１．２６亿元，小贷不良率１．０９％，比年初下降

０．５１％；个人商务贷款放款８１９笔，金额２．５９亿

元；小企业贷款放款７６笔，金额１．５亿元；二手房

贷款放款１３５笔，金额３２９１万元；个人综合消费类

贷款放款２７笔，金额４３６万元。．

中间业务　年内，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８１４．５３

万元。全年代理各类保险１．１５亿元，销售理财产

品３．０２亿元，同比增长达２５０％。发放信用卡

１２４５张，居南通全区第一位。电子银行注册９８８９

户，交易１７７００笔，交易金额１．５８亿元，均居南通

全区第一位。

【邮储银行如皋市支行开办居保“四不出村”】　　

年内，邮储银行如皋市支行进一步加强服务 “三

农”力度，与政府部门合作，打造 “新农保”服

务平台，在东陈镇试点开办居民保险 “四不出村”

（即居民参保不出村、权益查询不出村、养老领取

不出村、参保缴费不出村）工作，构建起支农、

惠农、便农 “支付绿色通道”，延展邮储银行金融

服务触角，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解决农

村地区取款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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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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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１５０９８万元，

比年初增加９７７万元，其中，储蓄存款４８８１万元，

对公存款１０１６３万元，卡存款２３２１万元。

贷款业务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２６４０７万元，

比年初净增２０８３万元，其中对公贷款客户为６１

户、对私贷款客户为７２户。净新增贷款客户３９

户，其中法人客户１５户、个人客户２１户。退出存

在隐性风险贷款额户２７户，金额为６０７０万元，

其中，退出隐性贷款风险企业客户１８户、贷款金

额５４７０万元，退出隐性贷款风险个人客户９户、

贷款金额为６００万元。年内正常压降贷款金额

·６７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３７００万元。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加计退出

与压降贷款金额，实际比上年新增贷款投放

１１６１５万元。

中间业务　全年签发全额保证金银行汇票

７９３１万元，销售理财产品７９８万元，代理保险业务

１０３户，金额１８．３８万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约

１５．０５万元。国际结算实现零突破，结算量２７万

美元。

电子银行业务　全年刷卡消费４７０７万元。年

内，发放金阿福借记卡１８２９张，比上年增加６２７

张；发放贷记卡１５４张，比上年增加７张。现有企

业网银４７户，比上年增加２２户；个人网银２３４户，

比上年增加３２户。网银发生５９３笔，企业网银发

生额１．８５亿元，个人网银发生额３６５０万元。

（秦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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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网点１个，下设行长室、办公室、公司

业务部、个人业务部、营业部，配备自助设备３台，

其中存取款一体机２台、取款机１台。

存款业务　年末，存款余额１３．０７亿元，其中

企业存款１０．９８亿元、储蓄存款２．０９亿元。年内，

累计销售理财产品１０．７亿元，信托产品１．２４

亿元。

贷款业务　年末，贷款余额７．５９亿元，比

２０１１年新增５．３亿元，其中对公贷款余额６．５８亿

元、个人贷款余额１．０１亿元。年内，南京银行如皋

支行开拓多方融资渠道，在产品创新、创优上下功

夫，拓展不占用信贷资金的表外业务、投行业务，成

功办理银团贷款、进口海外代付、商票贴现、履约保

函、委托贷款、国内保理代付、金融租赁、委债等多

种特色创新产品。

中间业务　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１８５万元，

其中，银团手续费收入５０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收

入７．５万元，商业汇票手续费收入８９万元，其他中

间业务收入３８．５万元。

国际业务　年内，完成国际结算量２８００万

美元。

（鞠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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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办事处７个，有

专兼代理网点２８个。在职员工６５人，其中，本科

学历２２人，占比３４％；大专学历２６人，占比１０％，

具有１０年以上保险经营经验的管理人员３４人，占

比５２％，拥有专兼代理人员１１０人。

业务发展　年内，人保财险如皋支公司实现保

费收入１．８５亿元，同比净增４６４３万元，增长

３３．２１％。在如皋１５家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总量

中，市场份额占５１％。全面推行电话销售车险活

动，全市有８０００多辆家庭用车电话投保车险，收取

保费２４９１．６万元。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人保财险

如皋支公司为落实省地税局关于农村居民摩托车

保险时免收车船税这一惠民政策，顺势推进业务发

展，全年承保摩托车保险１３万辆，收交强险保费

２０２８万元。跟进优质服务，在全市１７家汽车品牌

４Ｓ店派驻保险销售人员，设立联网销售网点，７５％

购车客户选择人保车险。全年新车承保８１２０辆，

收取新车保费４１９４．７万元。

理赔服务　全年处理赔案１６１７８件，支付各类

赔款８９１４万元，各类赔款准备金７９５３万。

业务拓展　年内，人保财险如皋支公司发展

“三农”保险，中国人保财险与政府联办共保小麦、

油菜、水稻、大棚蔬菜、能繁母猪、养蚕保险等政策

性农业保险，承担经济风险总额８亿元。在政府部

门协调下，承办全市的摩托车、拖拉机、出租车保

险，每年承担经营亏损６００万元。

（董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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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人、代理人１０００多人。２０１２年，被中国人寿总

公司评为保险先进村建设优秀支公司、中国人寿保

·７７２·金融业



险股份有限公司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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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态势，总保费

收入７．０６亿元，首年保费３．２亿元，两项指标总量

均列全省县支公司第四。期交首年保费９０６８．８万

元，列全省系统县支公司第七。１０年及以上期交

首年保费３７３１万元，列全省系统县支公司第１２

名。新建驻农村工作室３８个。

客户服务　年内，人寿保险公司如皋支公司理

赔、保全、契约处理、小客服工作均有新突破，全年

累计新单初审受理６７８０件，保全业务６５０６６件，处

理赔案５１１６件，赔款总金额达１０９７万元，满期金

及养老金给付８１５１万元。

公益事业　年内，人寿保险公司如皋支公司成

功开拓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和服务领域，至年

末，老年保险承保人数近７万人，保费近３００万元，

老年人意外保险工作被众多媒体关注，《新华日

报》、《中国保险报》、《经济参考报》及江苏电视台央

视供稿部、人民网等多家媒体相继到如皋采访

报道。

（王小非　胡　桐）

证证证　　　　　　　　　券券券

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有营业面

积１３００多平方米，有员工３６人，拥有工作站２２０

余台。

业务发展　年内，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注重巩

固、提高传统通道业务，提高客户服务覆盖率和服

务质量，提高客户忠诚度。注重非通道业务开拓和

金融产品销售，坚持双轮推动。全年新增客户

１４５３户，融资融券新开户５２人，累计１３５人，累计

授信额度１．８７亿元，佣金收入６０余万元。股指期

货客户新开户２户，商品期货客户新开１０户，开通

债券逆回购业务客户６８户，成交金额９亿元。

团队建设　年内，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根据市

场行情变化，控制人力资源成本，精减、辞退前台人

员１９人，占原有前台人员５０％。组织“三月攻坚

战”和百日营销竞赛活动，累计举办较大规模营销

活动５次、２４５人次，举办渠道营销活动２２次、２１０

人。产品培训２０次以上，参加人员５００人次。现

有银行等渠道网点３８个，年内新增３个。前台营

销团队新增客户７５３户，有效户１２５户。新增客户

资产１８３０万元。Ａ股基金交易量４５．５亿元。销

售产品总量超额完成江苏分公司和营业部下达的

任务指标。

客户服务　年内，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组建

投资顾问团队，深化服务，有投资顾问３人，投

顾总监１人 （兼），投顾团队服务客户资产包

１０８４户，资产３亿元。利用 ＭＯＴ平台提升客户

服务水平，注重 ＭＯＴ完成及时性和有效性，以

客户为出发点通过推介现金增值、季季债券、逆

回购等无风险产品，建立和增加客户信任度。组

织客户参加新产品等培训１０余次，参培客户４００

人余次。制订公共客户服务方案，发挥业务咨询

岗、ＩＢ岗作用，制订挽留客户业务流程，提高为

客户服务覆盖面和质量。

创新业务　年内，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推广融

资融券客户开发。累计融资融券开户１３５人，年内

新开户５２户，开户率４４．４１％。营业部公共客户

开户率达５０．９３％，激活率５１．３８％，开户率及激活

率均位居中信证券公司各营业部先进行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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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４万元。适时组织各种形

式产品推介会。在销售组织形式上分成若干个小

团队相互竞争形成竞赛氛围，强化工作流管理。逐

步建立完善产品销售客户资料库，及时提出投资

建议。

（张　蕾）

·８７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