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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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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根据国内

审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3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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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荣 

   董事会秘书：李志辉 

2.3 联系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大街 185 号 

电话：0538-842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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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38-8422555 

电子邮箱：tashbg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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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001806895 

税务登记号码：国税：370902730666218 

                  地税：370902730666218 

金融许可证号码：B0297H237090001 

 

三、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3.1 报告期内主要利润指标 

                                                      单位：   万元 

项目 2009 年审计数 

利润总额 9346.11 

净利润 7910.55 

营业利润 9612.8 

投资收益 9318.1 

营业外收支净额 -2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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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截止报告期末前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万元，% 

项目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营业收入 35050 32434.54 25237 

净利润 7911 6921.93 2643.38 

股东权益 56363 54270.82 40090.83 

每股收益（元） 0.26195 0.22920 0.06593 

每股净资产（元） 1.86634 1.79705 1.32751 

净资产收益率（%） 14.03 14.48 6.59 

 

3.3、截止报告期末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万元 

项目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总负债 1496300 1431430 1402030 

存款总额 1215996 1068677 880862 

  其中：长期存款 20000 10000 

总资产 1552663 1485701 1442121 

贷款总额 706432 645247 465293 

    其中：短期贷款 416875 233142 

    贴现 142569 222700 151058 

    中长期贷款 146988 8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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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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29.82 47519.27 16.65 

2、核心资本扣减项 500 500 0 

3、核心资本净额 54929.82 47019.27 16.82 

4、附属资本 10728.57 7794.65 37.64 

5、附属资本的可计算价值 10728.57 7794.65 37.64 

6、扣减项 1000.00 1000.00 0 

7、资本净额 65158.39 54313.92 19.97 

8、加权风险资产 633943.17 515232.56 23.04 

其中：表内加权风险资产 588454.67 443470.56 32.69 

表外加权风险资产 45488.50 71762.00 -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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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末 

资本充足率 ≥8 10.28 

核心资本充足率 ≥4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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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比率 ≥25 50.84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100 180.17 

不良贷款率 ≤5 1.37 

不良资产率 ≤4 0.61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15 9.98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10 7.67 

 

（二）贷款前五名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排

序 
行业 贷款余额 

占贷款总额

的比例 

1 制造业 213529.7 30.23 

2 批发和零售业 129457.9 18.33 

3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4080 6.24 

4 建筑业 17085 2.42 

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840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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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城信资产管理中心               26370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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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泰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5000 0.71 

3 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5000 0.71 

4 山东欣升集团有限公司 4500 0.64 

5 宁阳县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000 0.57 

6 泰安鲁珠水泥有限公司 3800 0.54 

7 华泰铝轮毂（泰安）有限公司 3500 0.50 

8 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 3200 0.45 

9 山东明升达化工有限公司 3000 0.42 

10 山东阳光矿业有限公司 3000 0.42 

合计 61370 8.69 

 

(四）集团客户授信风险管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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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盛大科技有限公司 4000 0.57 

2 山东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 0.57 

3 山东光大日月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3992 0.57 

4 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19 0.50 

5 山东瑞星化工有限公司 2500 0.35 

6 泰安康平纳毛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400 0.34 

7 山东九鑫纸业有限公司 20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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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2411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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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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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431.57 100 

2.正常贷款 696729.22 98.63 

    2.1 正常类 690729.22 97.78 

    2.2 关注类 6000.00 0.85 

3.不良贷款 9702.35 1.37 

    3.1 次级类 8415.00 1.19 

    3.2 可疑类 1287.35 0.18 

    3.3 损失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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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0.94 -180 2052.37 107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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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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为 2751 万元。 

（二）应收承兑汇票 

200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为 392280 万元。 

 

4.3  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 

（一）建立健全控制机制，防范信贷风险。 

报告期内，加强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特点的分析和对区域的经济特

点和区域信用状况的研究，定期发布行业风险要点提示，制定阶段性积

极进入、禁止进入及谨慎进入的行业清单，指导支行营销，避免行业和

区域授信过度集中。 

（二）风险防控进一步加强，合规审慎经营常抓不懈。 

我行以建立健全系统的风险防控体系为目标，突出防、控、化“三

位一体”，全面推进风险防控工作。一是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提高防控意

识。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法制教育

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风险教育专题辅导，收到良好效果。同时，加强

业务人员法制教育，组织学习了相关信贷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切实提

高了员工防范风险的能力，增强了严格执行制度的自觉性。二是完善了

问题授信责任认定制度。以缴纳风险金的形式实现奖罚并存，提高信贷

人员责任心，防控不良贷款产生。三是深入开展案件治理和风险排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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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织开展了全行范围的案件专项治理和风险排查，先后完成了重点

账户和可疑账户的确认和排查、银企对账、贷款业务、票据业务等业务

的自查、排查工作，整改风险隐患十多项。四是加强重要岗位离岗稽核。

组织完成了支行行长强制休假离岗稽核工作，有效防范了风险隐患。五

是开展会计岗位轮换。按照“有效防范风险，提高服务水平”的要求，

完成支行会计人员岗位轮换，前台会计人员岗位轮换率达到 35%，有效

优化了会计人员结构，提升了服务质量。六是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先后

充实了安全保卫人员，不定期举行防火、防抢等突发事件演练，建立健

全各项安全制度，层层签定了安全目标责任书，为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安

全环境，全年无一起安全事故发生。七是全面推动合规建设。以提高合

规管理水平，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为重心，加强制度建设，明确各部门

职责，确定监测、报告程序，开展合规培训，初步构建了合规风险管理

体系，使我行的合规管理工作逐步向正规化、有序化推进。  

（三）优化业务流程，提升科技管理水平。  

一是在信贷管理全面实现微机化网上审批管理的基础上，对系统进

行了全面优化，增加了业务功能，扩大了数据分析范围，提高了风险管

理能力，防范了操作风险。二是进一步优化授信审批流程，同时明确了

审查重点，增强了审批人员责任，简化了审批流程，提高了审批效率。 

（四）强化授信后管理，防范信贷风险。 

一是修订贷后检查工作底稿，统一了贷后检查标准，提高了贷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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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工作质量，对贷后管理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二是加强业务的监

督指导，业务部室对全行的业务办理情况、业务学习情况、贷后检查等

工作进行全方位培训、指导，发现问题后及时沟通交流，督促整改，有

效的促进了全行的信贷管理工作。  

（五） 严格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防范信贷风险。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对部分过剩行业及高耗能

高污染项目的调整力度不断加强，密切关注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政策的变

动情况，实行总量控制、适度压缩的“绿色信贷”政策，加快“两高一

资”行业中面临淘汰企业、产业转移类行业的退出速度，授信向行业内

领先企业倾斜。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双高、产能过剩、产能

潜在过剩”行业，从严控制贷款投放。  

 

五、股东情况 

 

5.1 股东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股东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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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末持股数额

（万股） 
持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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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 6799.50 22.51%

2 普华投资有限公司 5831.00 19.31%

3 泰安市商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000.00 16.56%

4 泰安市泰山华信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 8.28%

5 泰安市泰山华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 4.97%

6 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 4.97%

7 北京德力鑫业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4.97%

8 环球汇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500.00 4.97%

9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500.00 4.97%

10 泰安人仁达科技有限公司 1300.00 4.30%

5.3 股东股权转让情况 

报告期内无股东股权转让情况。 

5.4 报告期内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股东权益比 2008 年增加 20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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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任职）单位 是否领薪 

李俊荣 男 54 董事长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石占银 男 48 董事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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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涛 男 41 董事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王岢荔 男 56 董事 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 否 

李志辉 男 32 董事 北京德力鑫业科技有限公司 否 

宋 伟 男 35 董事 环球汇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否 

刘冬梅 女 40 董事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王磊 男 38 董事 普华投资有限公司 否 

张霄静 男 39 董事 泰安市泰山华信投资有限公司 否 

胡继连 男 46 独立董事 山东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否 

刘文英 女 44 独立董事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山东分所 否 

 

（二）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派出（任职）单位 是否领薪 

曹在山 男 46 监事长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李 燕 女 39 监事 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否 

樊霞 女 44 监事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王强 男 48 外部监事 泰安和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否 

赵友宝 男 45 外部监事 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否 

 

（三）高级管理层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分管工作 

石占银 男 48 行长 主持经营管理全面工作，并抓计财部、合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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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工作 

张海涛 男 41 副行长 分管人事教育部、零售业务部 

史建国 男 46 副行长 分管公司业务部、法律事务部工作 

展鹏 男 47 副行长 分管办公室、资金运营部工作 

 

6.2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刘文英        委员：阴向征 、吴杰 

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刘冬梅        委员：孙华东、王琦、李涛、梁涛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胡继连        委员：李全、刘向美、房志强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刘文英        委员：高虎、董贻利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王岢荔        委员：封咏梅、亓虹 

 

6.3 董事、监事在股东单位任职情况 

 

姓名 股东单位 任职情况 

王岢荔 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宋 伟 环球汇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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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普华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张霄静 泰安市泰山华信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胡继连 山东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院长、博士生导师

刘文英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山东分所 审计部主任 

李 燕 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王强 泰安和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总经理 

赵友宝 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6.4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一）董事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无董事变更情况。 

（二）监事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无监事变更情况。 

（三）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无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6.5   高管薪酬 

2009 年度全行副行级以上高管平均薪酬为 24.61 万元，较上年下降

14.7%。 

6.6  员工情况 

     全行共有职工 893 人，其中在职职工 597 人，内病退职工 296 人。

本科以上学历的在职员工 350 人，占在职员工 58.63%；中级以上职称在

职员工 169 人，占在职员工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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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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文件精神，结合

本行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治理结构，保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

高级管理层依法独立运作，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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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长 1人，独立董事

2 人。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定期召开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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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监事会由 5名监事组成，监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

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全体监事均能本着对股东高度负责的精神，认

真履行职责，积极列席了董事会会议，参加了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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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关于经营决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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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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本行组织结构情况 

全行下辖 23 家支行、1 个营业部，总行内设办公室、人事教育部、

计划财务部、稽核部、公司业务部、零售业务部、资金运营部、法律事

务部、保卫部、科技部、合规部 11 个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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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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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本行分支机构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1 市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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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市财源街东首军分区材料市场 

4 车站支行 泰安市龙潭路 99 号 

5 工业支行 泰安市青年路 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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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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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市财源大街中段 

12 开发区支行 泰安市玻纤路 1号 

13 青年路支行 泰安市青年路 26 号 

14 红门支行 泰安市通天街 34 号 

15 市中支行 泰安市东岳大街 86 号 

16 灵山支行 泰安市温泉路灵山大街交叉路口南 30 米 

17 城东支行 泰安市迎暄大街 1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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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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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市岱道庵路中段 

24 新泰支行 新泰市平阳路 559 号 

 

八、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8.1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情况 

2009 年 3 月 26 日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

泰安市商业银行 2008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律师、记录人、总监票人、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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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计票人、计票人的议案》、《泰安市商业银行董事会 2008 年度工作

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监事会 2008 年度工作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

二 00 八年度财务决算及二 00 九年度财务预算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

2008 年利润分配方案》、《关于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的议案》。 

8.2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2009 年 6 月 30 日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审

议并表决《关于提名泰安市商业银行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律

师、记录人、总监票人、监票人、总计票人、计票人的议案》、《泰安市

商业银行 2008 年度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方

案》、《关于审议 2008 年度董事履职综合评价结果的议案》、《关于将“泰

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变更为“泰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关于增资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的议案》、《关

于优化网点布局购置九州家园商业房的议案》。 

8.3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2009 年 10 月 16 日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泰安市商业银行董事会工作报告》、《关于审议<泰安市商业银行增资扩

股方案>的议案》、《关于入股股东资格审核的议案》。 

 

九、董事会工作情况 

 

9.1 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情况 

（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20 -



 

2009 年 3 月 26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泰安市商业银行第

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记录人、监票人、计票人的议案》、《泰安市商业

银行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二 00 八年度财务决

算及二 00 九年度财务预算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 2009 年绩效考核办

法》、《泰安市商业银行 2008 年度经营工作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 2008

年利润分配方案》。 

（二）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09 年 6 月 30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泰安市商业银行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记录人、监票人、计票人的议案》、《泰安市商业

银行 2008 年度报告》、《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审议 2008 年度董事履职综合评价结果的议案》、《增资山东城市商

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的议案》、《泰安市商业银行二○○九年一季度

经营工作报告》、《关于将“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变更为

“泰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优化网点布局购置九州家园

商业房的议案》。 

（三）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09 年 11 月 27 日召开，审议并表决《关于提名泰安市商业银行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记录人、监票人、计票人的议案》、《泰安市商

业银行董事会工作报告》、《关于审议<泰安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方案>的

议案》、《关于增资扩股入股股东资格审核的议案》、《关于调整 2009 年度

部分经营指标的议案》、《泰安市商业银行二 00 九年三季度经营工作报

告》、《关于审议支行营业场所装修费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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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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继连 3 3 0 0 

刘文英 3 3 0 0 

9.3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2009 年，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审时度势，恪尽职守，

充分发挥决策机构和股东大会执行机构的作用，使董事会的运行更加有

效，公司治理进一步规范，从而确保本行各项业务的平衡协调发展，整

体素质和经营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截止 2009 年末，全行资产总额 154 亿

元，各项存款余额 121.6 亿元，实现经营利润 1.7 亿元。不良贷款余额

0.97 亿元，不良贷款率 1.37%；资本充足率 10.28%；资本利润率 17.39%，

资产利润率 0.47%；拨备覆盖率为 269.98％；利息回收率为 97.48％。 

9.4 报告期内董事会主要工作 

（一）抓经营、调思路，顺利完成全年经营目标。年初，结合国内

外金融经济形势，立足我行实际，董事会及早研究确定了 2009 年经营思

路和任务目标，向经营层下发了《董事会关于 2009 年经营指标及重点工

作的意见》。按照意见要求，董事会及时督促指导经营层，着重调整优化

资产负债结构，着力提升盈利能力、创新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负债结

构调整向增加对公存款、增加稳定性存款方面引导；资产结构调整继续

坚持压缩债券规模，调增信贷、票据规模，资金重点向中小企业倾斜。

按照这一思路，目前全行资产负债结构逐步趋于优化，盈利能力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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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二）强化董事会建设，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和监管要求，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加强董事会自身建设，不断提高

董事会的决策能力、指导能力和监督能力。一是按照银监会下发的《关

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指导意见》，研究制定了具体的加

强公司治理实施办法，进一步夯实了工作基础。二是及时召开会议。按

照《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权，及时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

会议，审议公司重大事项。全年共组织召开董事会会议 4 次，筹备召开

股东大会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2 次。 

（三）立足职能，各委员会作用得到较好发挥。董事会指导风险管理

委员会研究制定了《进一步健全完善风险防范体系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进一步明确了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目的和意义、管理架构、各职能部

门风险管理职责、实施监督和责任追究等问题，为建立全行系统的风险防

控体系奠定了基础。指导薪酬委员会先后研究制定了董事会、监事会、经

营层、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的考核办法及考核实施细则。审计委员会对全

行精细化管理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四）建立评价机制，认真履行职责。为促进董事谨慎、勤勉地行

使股东大会和《章程》赋予的权力，遵循“忠实诚信、勤勉尽责”的原

则，认真履行职责。按照《董事、监事尽职评价试行办法》要求，指导

完成了对董事、监事履职情况的考核，形成了综合评价，提高了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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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谨慎、勤勉履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照监管部门新的要求，重新

修改完成了《董事会对董事履职考核办法》，进一步加强对董事履职考核。 

（五）抓资本金扩充，积极推进增资扩股工作。实现和保持资本达

标、优化股权结构是我行持续稳健发展的基础和重点工作。按照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增资扩股方案要求，我行积极向市政府、监管部门及股东

单位汇报、沟通，千方百计推动增资扩股，努力争取年内完成增资扩股

至 8 亿元的目标。报告期内， 8 家股东资格审核材料分别报送至中国银

监会、山东银监局、泰安银监分局审核。 

（六）抓机构发展，稳步推进县域支行设立。董事会按照“立足本

市、覆盖县域、科学布局、稳健发展”的思路，坚持“风险可控、量力

而行”的原则，稳步推进县域支行设立。去年上半年，新泰支行顺利开

业，肥城支行完成选址装修，宁阳支行、东平支行选址工作也有准备。 

（七）加大科技投入，创建特色体系。科技系统是提高银行竞争力，

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环节。全年，董事会累计批准网上银行、自助设备、

电子汇票系统、银银柜面通系统等科技建设资金 1200 多万元，保障了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中间业务等系统顺利上线，我行结算手段、业务服

务渠道、科技风险防范及控制能力实现大幅度提升。 

9.5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由于历史积累少，资本充足率达不到良好银行标准等原因，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未进行利润分配。 

9.6  2010 年经营计划 

 - 24 -



 

1、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14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0.4 亿元，增长

16.8%;  

2、贷款规模 8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4.3 亿元，增长 16.8%； 

3、经营利润达到 2.1 亿元；不良贷款占比继续“双降”；资本充足

率保持在 10%以上。 

十、监事会工作情况 

 

10.1 报告期内监事会会议情况 

2009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08 年工作报告的议

案》；《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09 年工作计划的议

案》；《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关于聘请利安达信隆

会计师事务所对我行 2008 年度报表审计的议案》。 

2009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泰安市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考核办法的议案》和《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二 00 九年度监事会考核实施细则的议案》。  

2009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通报了

《泰安市商业银行支行离岗稽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10.2 监事会主要工作情况 

2009 年，监事会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尊重董事会和

经营层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加强监督机制建设，认真履行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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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成员忠于职守、实事求是，有力地促进了我行的健康发展，充分

维护了股东和广大存款人的利益。 

（一）积极参与监督董事会重大决策活动，有效行使监督权。 

（二）全力支持、配合和监督经营层管理活动。 

（三）实行约见谈话制度。针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营

业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见谈话，加强重要领域和重要环节的监督。 

（四）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对泰安市商业银行 2008 年度资产负

债情况和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审计报告。 

（五）对 21 家支行和营业部负责人开展了离岗稽核，对 2 家支行负

责人开展了离任稽核。 

（六）对资金运营部的票据和货币市场业务进行了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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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友宝 3 3 0 0 

王 强 3 3 0 0 

10.4 监事会就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依法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依法经营、规范管理、经营业绩客观真实，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监事会未发现本行董事、高级管理层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

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本行及本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各类报告和提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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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议，认为董事会认真履行了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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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资扩股方案，计

划新增 49800 万股、计 49800 万元，总股本达到 8 亿股、计 8 亿元。8

家股东资格审核报泰安银监分局、山东银监局、银监会审批。 

11.4 报告期内重大收购、置换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重大收购、置换事项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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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根据国内审

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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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企 01 表
编制单位：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资       产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145,349,201.36    1,913,684,616.68    向中央银行借款

存放同业款项 30,203,885.35         90,603,336.23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374,213,447.82       155,144,971.89       
贵金属 拆入资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衍生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250,845,800.30    3,434,667,061.5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420,663,076.32    4,460,137,088.42    吸收存款 11,959,956,445.18  10,536,772,692.30  
应收利息 29,263,092.12         37,709,762.87         应付职工薪酬 17,589,834.13         13,888,290.36         
发放贷款和垫款 6,957,030,056.89    6,322,864,272.77    应交税费 36,021,843.52         34,527,899.1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59,524,181.23    1,800,020,660.00    应付利息 106,523,585.21       104,997,422.87       
持有至到期投资 520,831,726.97       -                           预计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000.00         10,000,000.00         应付债券

投资性房地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11,764.76           22,505,165.00         
固定资产 56,752,944.59         58,091,053.58         其他负债 214,737,633.83       11,796,713.55         
无形资产 负债合计 14,963,000,354.75  14,314,300,216.62  
递延所得税资产 46,437,946.56         32,402,361.64         
其他资产 50,577,749.07         131,495,277.3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02,000,000.00       302,000,000.00       
资本公积 9,335,294.27           67,515,495.00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22,298,336.95         14,387,787.60         
一般风险准备 70,643,157.71         72,861,040.57         
未分配利润 159,356,716.78       85,943,889.7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63,633,505.71       542,708,212.95       
资产总计 15,526,633,860.46  14,857,008,429.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5,526,633,860.46  14,857,008,429.57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制表人：

资产负债表

2009年12月31日

(所附附注系财务报表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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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度 会企 02 表

编制单位：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       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350,501,540.79                             324,345,393.78                             

利息净收入 254,100,696.00                             246,532,495.27                             

利息收入 661,833,449.98                             853,977,022.32                             

利息支出 407,732,753.98                             607,444,527.05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498,338.44                                 3,290,472.83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542,572.61                                 5,043,508.02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4,044,234.17                                 1,753,035.19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93,181,006.35                               74,123,165.6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汇竞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业务收入 721,500.00                                    399,260.00                                    

二、营业支出 254,373,439.74                             243,613,085.65                             

营业税金及附加 26,416,533.31                               21,807,281.11                               

业务及管理费 149,490,833.43                             121,780,278.37                             

资产减值损失 78,466,073.00                               100,025,526.17                             

其他业务成本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6,128,101.05                               80,732,308.13                               

加：营业外收入 1,154,789.35                                 6,343,158.96                                 

减：营业外支出 3,821,766.75                                 5,081,917.2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3,461,123.65                               81,993,549.80                               

减：所得税费用 14,355,630.16                               12,774,224.4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9,105,493.49                               69,219,325.31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七、其他综合收益 -58,180,200.73                              67,515,495.00                               

八、综合收益总额 20,925,292.76                               136,734,820.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0,925,292.76                               136,734,820.3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制表人：

(所附附注系财务报表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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