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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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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国内审计

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3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法定中文名称：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泰安市商业银

行） 

法定英文名称：TAIAN CITY COMMERCIAL BANK CO.,LTD． 

2.2 法定代表人：展鹏 

   董事会秘书：李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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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联系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大街 185 号 

电话：0538-8421468 

传真：0538-8422555 

24 小时客服电话：0538-96588 

电子邮箱：tashbgs@126.com  

网址：www.taccb.com.cn

信息披露网站：www.taccb.com.cn

2.4 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大街 185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大街 185 号 

邮政编码：271000 

2.5 其他有关信息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2007 年 8 月 13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7000018068957 

组织机构代码：73066621-8 

税务登记号码：国税：370902730666218 

                  地税：370902730666218 

金融许可证号码：B0297H237090001 

聘请的会计事务所名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三、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3.1 报告期内主要利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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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万元 

项目 2012 年审计数 

利润总额 34143.82 

净利润 27355.68 

营业利润 34580.58 

投资收益 12972.29 

营业外收支净额 -436.75 

 

3.2 截止报告期末前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万元，元，% 

项目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营业收入 72938.14 68582.00 49695.30 

净利润 27355.68 19867.92 15813.98 

所有者权益 125302.53 123035.31 114344.20 

每股收益  0.3419 0.2483 0.1977 

每股净资产  1.57 1.54 1.43 

净资产收益率  22.03 16.74 18.53 

成本收入比 35.45 34.39 36.36 

 

3.3、截止报告期末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万元，% 

项目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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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 2309216 1940227 1661477 

存款总额 1888719 1465783 1443610 

  其中：长期存款 88000 58000 20000 

总资产 2434518 2063263 1775821 

贷款总额 1088794 961661 846062 

小微企业贷款 440388 - - 

小微企业贷款占比 40.45 - - 

    贴现  205358 148400 144032 

 

3.4、报告期内资本构成及变化情况 

单位：   万元，% 

项目 本期 年初 比年初 

1.核心资本 125302.53 123035.31 1.84% 

2、核心资本扣减项 1500 1000 50.00% 

3、核心资本净额 123802.53 122035.31 1.45% 

4、附属资本 19317.23 12642.29 52.80% 

5、附属资本的可计算价值 19317.23 12642.29 52.80% 

6、扣减项 3000 2000 50.00% 

7、资本净额 141619.76 133677.6 5.94% 

8、加权风险资产 1099247.41 977833.40 12.42% 

其中：表内加权风险资产 996743.57 877604.9 13.58% 

表外加权风险资产 102503.84 100228.50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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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管理状况 

4.1 风险管理指标 

（一）截止报告期末的补充财务指标 

单位： % 

项目 标准值 2012 年末 

资本充足率 ≥8 12.88 

核心资本充足率 ≥4 11.26 

流动性比率 ≥25 56.05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100 215.15 

不良贷款率 ≤5 1.80 

不良资产率 ≤4 0.88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15 8.76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10 7.06 

拨备覆盖率 ≥150 156.52 

人民币流动性比例 ≥40 56.05 

人民币存贷比 ≤60 57.69 

 

（二）贷款前五名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亿元，% 

排序 行业 贷款余额 
占贷款总额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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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造业 35.08 32.22 

2 批发和零售业 28.13 25.83 

3 采矿业 4.83 4.44 

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99 2.75 

5 建筑业 2.71 2.49 

 

（三）最大十名贷款户贷款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贷款余额 占贷款总额比例 

1 客户 1 10000 0.92%

2 客户 2 10000 0.92%

3 客户 3 10000 0.92%

4 客户 4 8990 0.83%

5 客户 5 8865 0.81%

6 客户 6 8000 0.73%

7 客户 7 8000 0.73%

8 客户 8 7500 0.69%

9 客户 9 6680 0.61%

10 客户 10 6500 0.60%

合计 84535 7.76%

 

(四）集团客户授信风险管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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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客户授信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贷款余额 占贷款总额比例

1 客户 1 12400 1.14%

2 客户 2 10000 0.92%

3 客户 3 10000 0.92%

4 客户 4 10000 0.92%

5 客户 5 8990 0.83%

6 客户 6 8865 0.81%

7 客户 7 8000 0.73%

8 客户 8 8000 0.73%

9 客户 9 7500 0.69%

10               客户 10 6680 0.61%

合计 90435
8.31%

（五）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企业名称 授信净额 占贷款总额比例 

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 4100 0.38% 

 

（六）贷款五级分类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 贷款余额 占比（%） 

1.各项贷款 1,088,800.97 100% 

2.正常贷款 1,069,227.49 98.20% 

    2.1 正常类 1,068,547.40  98.14% 

    2.2 关注类 680.09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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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良贷款    19,573.48 1.80% 

    3.1 次级类 19,573.48  1.80% 

    3.2 可疑类 0.00  0 

    3.3 损失类 0.00  0 

 

（七）贷款损失准备的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计提 运用准备金冲销资产 期末数 

贷款损失准备 22179.64 7025.11 4980.55 24224.20

 

（八）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所投资公司名称 期末投资金额 持股占比 

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 3000 6.74% 

 

4.2 可能对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表外项目情况 

（一）表外应收利息 

2012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为 11293.45 万元。 

（二）应收承兑汇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为 414558 万元。 

 

4.3  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 

（一）明晰风险管理战略纲领。制定风险管理的战略政策指引，以

构建适度的风险管理体系为战略基础，明确了风险管理指导思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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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原则、风险偏好及各类风险管理的基本制度，理顺了风险管理的

基本思路。 

（二）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基础建设。在“全面提升、重点防控”的

管理原则指导下，进一步调整风险管理体制，完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着力提升风险管理规范化，有效推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实施。 

（三）风险防控形势稳定。将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作为管控重点，

综合运用各类风险防控措施，不断强化风险识别、监测、控制等重点环

节，严格控制各类风险蔓延和传递，风险防控形势稳定，整体及各项风

险均可控。 

1、信用风险。本年度围绕强化信用风险管控、提升资产质量两个重

点，紧抓业务办理流程中的重点问题、重点环节，明确管控标准、流程

和事后处置，年内信用风险防控形势稳定。 

2、操作风险。全面整合调度监督管理资源，发挥监督合力，深入开

展各类业务检查及审计，致力于提升监督管理效能。全年累计开展各类

检查 60 余次，完成专项审计 25 项，专项调研 5 项，基本覆盖全部业务

条线及非业务管理要点。 

3、市场风险。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变革，强化对利率政策变动的预

判能力，及时进行利率定价调整与规范；不断优化资产负债期限结构，

提升资产负债科学匹配度，利率风险敏感度指标持续保持在 5%左右。 

4、声誉风险。扎实开展品牌建设及形象宣传工作，有序开展声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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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控制工作，完善了《声誉风险应急预案》，加大了舆情信息的监测跟踪

力度，使声誉风险控制工作有的放矢。 

5、科技风险。先后完善信贷管理系统，新上线 CBUS 核心业务系统、

理财销售系统、绩效考核系统，有效开展全面风险控制系统考察工作，

进一步强化信息科技外包管理和业务连续性管理，提升风险识别和监测

的效率和能力。 

 

五、股东情况 

 

5.1 股东变动情况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

经营有限公司转让本行股份的议案》，同意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

公司转让 18009.5 万股本行股权，该转让事项尚待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

报告期内，股东无变动。 

5.2 股东情况介绍 

截止报告期末本行最大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2012 年末持股数额

（万股） 
持股比率% 

1 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 18009.5  22.51 

2 泰安市泰山华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900  9.88 

3 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7850 9.81 

4 泰安人仁达科技有限公司 7700  9.63 

5 泰安市泰山投资有限公司 6000  7.5 

6 普华投资有限公司 5831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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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泰安市商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000  6.25 

8 山东泰山生力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  6.25 

9 山东中宸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4450 5.56 

10 济南三望塑料有限公司 3990 4.99 

5.3 股东股权转让情况 

股东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转让 18009.5 万股本行股权，

该转让事项尚待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报告期内，正在银行业监管部门

审批。 

5.4 报告期内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股东权益比 2011 年增加 2267 万元。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6.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一）董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任职单位 是否持股 

展鹏 男 50 董事长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李俊荣 男 57 董事、高级经济顾问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石占银 男 51 董事、行长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马玉军 男 50 董事 
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

公司 否 

王磊 男 41 董事 普华投资有限公司 否 

范晓焱 女 48 董事 泰安市泰山投资有限公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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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 女 42 董事 
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否 

王梅 女 37 董事 泰安人仁达科技有限公司 否 

李志辉 男 35 
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行长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赵阳 男 38 董事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陈慧 女 36 董事 泰山华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否 

毛秋蓉 女 43 独立董事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否 

王征 男 45 独立董事 山东岳首律师事务所 否 

 

（二）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任职单位 是否持股 

张海涛 男 43 监事长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韩尚珂 男 49 监事 山东泰山生力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刘涛 男 37 监事 山东中宸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否 

孙彦安 男 29 监事 济南三望塑料有限公司 否 

张兵仿 男 42 外部监事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否 

于世良 男 58 外部监事 山东泰山学院 否 

王琦 男 41 监事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三）高级管理层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分管工作 

石占银 男 51 董事、行长 全面负责经营班子工作，分管零售业务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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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部、计划财务部工作 

史建国 男 49 副行长 分管行政部、发展研究部、科技信息部工作 

李志辉 男 35 

董事、董事

会秘书、副

行长 

分管董事会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电子银行部、

运营管理部工作 

李成山 男 45 副行长 
分管公司业务部、小微企业专营中心、党群监察

部工作 

杨方步 男 44 
首席风险

官 分管风险管理部工作 

刁光阳 男 47 
计划财务

部总经理 负责计划财务部工作 

梁涛 女 39 
内审部总

经理 负责内审部工作 

 

6.2 董事、监事在股东单位任职情况 

 

姓名 股东单位 任职情况 

马玉军 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磊 普华投资有限公司 培训部部门经理 

陈慧 泰山华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财务部经理 

范晓焱 泰安市泰山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李燕 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王梅 泰安人仁达科技有限公司 法务部经理 

韩尚珂 山东泰山生力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刘涛 山东中宸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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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彦安 济南三望塑料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6.3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一）董事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第二届董事会调整董事 1 人，刘冬梅董事因个人原因辞

去董事职务，选举赵阳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二）监事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第二届监事会调整监事 1 名，樊霞监事因个人原因辞去监

事职务，选举王琦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动。 

6.4  年度薪酬管理 

1、薪酬管理架构及决策程序。报告期内，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

由 3 人组成，主任由独立董事担任。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提名和

薪酬委员会议事规则》，监事会审议通过了《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对董

事、高管人员履职评价办法》。 

2、年度薪酬总量、受益人及分布结构。报告期内，在本行领取薪酬

人员共 973 人，支付薪酬 12287.5 万元（含税），其中，高级管理人员 9

人，内控重要岗位人员 38 人。在已建立的薪酬结构体系中，薪酬主要

由固定薪酬、可变薪酬、福利性收入等部分组成，分别占薪酬总额的

32.7%、47.3%、20%。符合银监会《商业银行稳薪酬监管指引》要求。 

3、薪酬延期支付情况。行级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严格执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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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延期支付制度，延期支付比例为 50%。 

4、本行 2 名独立董事和 2 名外部监事，按照《泰安市商业银行独立

董事、外部监事考核办法》按照年度考核结算。股权董事和股权监事不

在本行领取薪酬。 

6.5  员工、机构情况 

    全行在岗职工 679 人，内、病退职工 193 人。营业网点 27 个，其中，

营业部 1 个、支行 26 家。2012 年 1 月 10 日，第四家县域支行东平支行

挂牌开业。总行机关 15 个部室,下辖 12 个中心。 

 

七、公司治理结构 

 

7.1 公司治理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按照《公司法》、《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

层协作有序、科学决策、独立运作，较好地履行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7.2 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 

本行依据《公司章程》，确保所有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并能够充分享有

权利。本行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确保所有股东

行使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报告期内，召开股东

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 3 次。顺利完成了 2010 年度和 2011 年度的利润分

配工作。 

7.3 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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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定期召开会议，共组织召开董事会会议六次，

全体董事恪尽职守，积极参与本行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注重维护本

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7.4 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报告期内，全体监事均能本着对股东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

责，积极列席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对本行一些重大决策提出意见和

建议，较好地发挥监督作用。组织召开监事会会议四次。 

7.5 关于经营决策体系 

本行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进行决策和监

督。行长受聘于董事会，对本行日常经营管理全面负责。本行实行一级

法人的管理体制，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的授权范围内依法

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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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本行组织结构情况 

泰安市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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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本行分支机构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1 营业部 泰安市泰山大街 185 号 

2 泰山支行 泰安市教场街 4号 

3 青年支行 泰安市财源街2号（军分区材料市场东门） 

4 车站支行 泰安市龙潭路 99 号（火车站桥洞南 30 米路西） 

5 工业支行 泰安市青年路 23 号（百货大楼南 30 米路西） 

6 泰前支行 泰安市虎山路 129 号 

7 东岳支行 泰安市教场街南段批发市场路口 

8 岱宗支行 泰安市升平街 33 号（泰山区委西临） 

9 广生泉支行 泰安市广生泉路西首路南 

10 普照支行 泰安市奈河西路 83 号 

11 财源支行 泰安市九州精品城对面 

12 开发区支行 泰安市玻纤路 1号（玻纤公司西临） 

13 青年路支行 泰安市青年路 26 号（百货大楼南临） 

14 红门支行 泰安市环山路南（干修一所北门） 

15 市中支行 泰安市东岳大街 86 号 

16 灵山支行 泰安市温泉路南段路西（泰煤机西门斜对过） 

17 城东支行 泰安市岱宗银座西首 

18 新区支行 泰安市高新技术南开发区 2号地税大楼 

19 迎胜支行 科山路与擂鼓石路大街交叉路口东北角 

20 市政中心支行 泰安市市政大楼西临东岳大街路北 

21 英雄山支行 泰安市龙潭路电校北临 

22 建设大厦支行 泰安市东岳大街仓库路小学西临 

23 岱道庵支行 泰安市财政干校培训中心对过 

24 新泰支行 新泰市平阳路 559 号 

25 肥城支行 新城路 96 号 

26 宁阳支行 七贤路北段 941 号 

27 东平支行 西山路 60 号 

 

八、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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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情况 

2012 年 6 月 28 日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泰安市商

业银行董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 2011 年度

工作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二 0 一一年度财务决算及二 0 一二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 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预案）》、《关于

刘冬梅女士辞去泰安市商业银行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名赵阳先生

为泰安市商业银行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议案》、《关于樊霞女士辞去

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的议案》、《关于提名王琦先生为泰安市商业银行第

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议案》、《关于增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

司股份的议案》。 

8.2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2012 年 11 月 23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执行 2010 年度和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法人股

东出资化解我行不良资产的议案》、《审议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

公司转让本行股份的议案》、《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津

贴制度》。 

8.3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2012 年 12 月 21 日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讯表决通

过了《关于修正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转让所持股份方案的

议案》。 

九、董事会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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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情况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召开。审议通

过了《泰安市商业银行董事会工作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经营工作报

告》、《泰安市商业银行二 0一一年度财务决算及二 0一二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 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预案）》、《关于调整泰

安市商业银行战略目标的议案》、《关于成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关于成立董事会办公室的议案》、《泰安市商业银行 2012 年度机构发展

规划》、《关于设立离行式小企业专营中心的议案》、《关于增持山东城市

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聘任展鹏先生为泰安市

商业银行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史建国先生、李志辉先生、李成山

先生为泰安市商业银行副行长的议案》、《关于刘冬梅女士辞去泰安市商

业银行董事的议案》、《关于提名赵阳先生为泰安市商业银行第二届董事

会职工董事的议案》、《关于对< 2011 年度报告>（摘要）进行信息披露

的议案》、《关于将内审部作为监事会办事机构的议案》。 

（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召开。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审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泰安市商业银行董事会经营信息报告制度》、《关于

实施<泰安市商业银行会计制度>的议案》、《关于新泰新设营业网点并购

买办公楼的议案》、《关于与新泰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新泰市财政局签

署合作协议并支付有关合作费用的议案》。 

（三）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泰安市商业银行新泰府前街支行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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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泰安市商业银行泰西支行的议案》。 

（四）第二届董事会第四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泰安市商业银行战略规划项目的议案》。 

（五）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召开。审议

通过了《关于执行 2010 年度和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

法人股东出资化解我行不良资产的议案》、《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授权管理办法》、《关于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转让本行股

份的议案》、《关于核销置换 2012 年度不良贷款的议案》。 

（六）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正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所

持股份转让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泰安市商业银行 2013 年度机构发展

规划的议案》。 

9.2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独立董事姓名 应参加董事会会议次数 亲自出席（次） 委托出席（次） 缺席（次） 

毛秋蓉 6 6 0 0 

王征 6 6 0 0 

9.3 报告期内董事会主要工作 

1、调整完善战略目标，完成中长期战略规划制定。第二届董事会对

发展战略目标进行了重新思考和调整完善，明确了 192 字的战略发展目

标，提出建设差异化社区银行的总目标，制定了《2013 年至 2017 年五

年战略发展规划纲要》。 

2、健全公司治理架构，不断提升运行效率。相继完成董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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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高级管理层换届工作，调整成立了五个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新设立

董事会办公室。  

3、推动公司治理规范运行。全年共组织召开董事会会议 6 次，筹备

召开股东大会 1次、临时股东大会 2次，审议通过议案 59 项。 

4、努力提升各委员会履职水平。组建了风险控制委员会、战略发展

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五个委

员会，并建立健全了各委员会议事规则。各委员会成立以来，共召开会

议 9 次。 

5、严守风险底线，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强化风险控制委员会的职能，

从战略角度评估、管理、指导全行风险管理工作。以构建适度的风险管

理体系为重点，以“夯实风险管理基础、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为核心，

完善风险管控体系。出台《泰安市商业银行问题授信业务责任认定和追

究暂行办法》，对包括高管人员在内的相应人员进行了处罚。 

6、优化组织架构，激发发展活力。密切适应发展需要，适时调整组

织架构，先后成立小贷专营中心、董事会办公室、人才管理中心。加强

企业文化建设，聘请专业咨询公司对企业文化进行调研与提炼，初步提

出了企业文化大纲。 

9.4  利润分配情况 

鉴于当年资本充足率达标，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执行 2010 年度和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对 2010 年度

和 2011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共计 2.5 亿元进行了分配。 

9.5  2013 年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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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年末,各项存款余额达到 236 亿元，同比增加 47.13 亿元，增

长 24.95%；信贷规模达到 140 亿元，同比增加 31.12 亿元，增长 28.58%；

实现经营利润 3.24 亿元，同比增加 0.6 亿元，增长 22.73%；主要监管

评级指标达标。 

十、监事会工作情况 

 

10.1 报告期内监事会会议情况 

2012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张海涛监事长通过任职资格核准正式履职的议案》、《泰安市商业

银行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议事规则》、

《泰安市商业银行 2011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樊霞女士辞去泰安

市商业银行监事的议案》、《关于提名王琦先生泰安市商业银行第二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关于泰安市商业银行第二届监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

及组成人员的议案》。 

2012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规则》、《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

会监督委员会工作规则》、《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经营信息报告制度》、

《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监事履职评价办法》、《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

对董事、高管人员履职评价办法》和《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培训制度》。 

2012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三季度工作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调

研工作制度》、《泰安市商业银行董、监事津贴制度》。 

 - 23 -



 

2012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泰

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重点监督制度》、《泰安市商业银行信息安全和业务

连续性管理专项审计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市场风险审计报告》、《泰

安市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审计评估报告》。 

10.2 监事会主要工作情况 

1、健全机构设置，完善组织架沟。完成了监事会各委员会设置，专

门设立了监督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制订了工作规则，明确了机构定位

和职能职责，建立了工作程序和议事规则，将内审部作为监事会办事机

构。 

2、强化履职监督，建立董事、监事、高管履职评价机制。通过列席

董事会、行长办公会、各类经营管理会议，对有关提案决议进行认真研

究，及时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意见或建议，履行监督职责。严格落实

高管人员离岗、离任审计制度，加强对管理决策和高管人员的履职监督。

制订了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履职评价制度，建立了董事、监事、

高管履职评价机制和履职档案。 

3、建立规范、有效的监督机制。指导内审部认真履行审计、监督、

检查、评价职责。通过组织常规、专项审计，全面检查、飞行检查、风

险排查相结合，加大审计力度，提高风险预警和防范能力。通过组织开

展对重点业务、重点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审计和检查，不间断开展事后监

督，促进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 

10.3 报告期内外部监事工作情况 

外部监事姓名 应参加监事会会议次数 亲自出席（次） 委托出席（次） 缺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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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仿 4 2 2 0 

于世良 4 4 0 0 

 

十一、重要事项 

 

11.1 报告期内重要诉讼、仲裁事项和重大案件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对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

和重大案件。 

11.2 报告期内重大的托管、担保、承诺、委托资产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无重大的托管、担保、承诺、委托资产管理事项。 

11.3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事项 

11.4 报告期内，本行、本行董事、高级管理层人员未有任何受到相关监

管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处罚情况发生。 

除已披露事项外，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人员无作为一方当

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十二、财务会计报告 

12.1本行2012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国内审计

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2.2 审计报告财务报表（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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