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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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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简介 

 
2.1 法定中文名称：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泰安银行） 

法定英文名称：BANK OF TAIAN CO.,LTD． 

2.2 法定代表人：闫 明 

2.3 联系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长城路 3号圣地大厦 

电话：0538-6520666 

传真：0538-8426077 

24 小时客服电话：0538-96588 

电子邮箱：tassyyh@126.com 

网址：www.taccb.com.cn 

http://www.tacc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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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网站：www.taccb.com.cn 

2.4 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长城路 3号圣地大厦 

办公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长城路 3号圣地大厦 

邮政编码：271000 

2.5 其他有关信息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2001 年 7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30666218Q 

金融许可证号码：B0297H237090001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

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

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业务；委托存

贷款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同业外汇拆借；

国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自营外汇买

卖或者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本行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围绕省市委“重点工作攻坚年”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以新的三年战略规划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http://www.tacc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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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精准施策助力复工复产，统筹推进党建引领、

公司治理、风险防控、经营质效提升等各项工作，区域性精品银行建设

稳步向前。 

（一） 主要经营指标取得较快增长 

截至 6月末，资产总额 755.07 亿元，较年初增加 102.02 亿元，

增幅 15.62%。负债总额 697 亿元，较年初增加 98.18 亿元，增幅 16.40%。

存款余额 556.34 亿元，较年初增加 66.43 亿元，增幅 13.56%;贷款余额

378.34 亿元，较年初增加 63.25 亿元，增幅 20.07%。实现拨备前利润

7.7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35 亿元，增幅 43.68%；实现净利润 4.0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54 亿元，增幅 62.60%。 

（二） 经营管理主要工作 

一是推动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行

于报告期内着力推动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工作，致力于进一步夯实

资本基础，优化资本结构，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着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二是新的三年战略规划落地实施。为进一步明确战略发展方向，推

动本行稳健发展，逐步做优做强，在充分研判宏观经济形势、自身比较

优势等基础上，围绕建设“区域性精品银行”目标，制定了《泰安银行

战略规划报告（2020-2022）》，明确了未来三年的战略愿景、市场定位

和经营发展目标等，为全行经营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是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充分借助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

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和考核力度，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强化银企合作，积极开展金融辅导队帮扶工作，按照“精准对接金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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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准提供服务方案，精准创新产品”的原则，制定专项金融解决方

案，更好为企业纾困解难。深入开展便捷获得信贷工作，持续对贷款办

理环节、办理时间和申贷材料进行优化，借力金融科技，拓展线上化业

务办理，业务办理效率获得极大提升。 

四是风险管控能力持续提升。按照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增强风险“三

道防线”管理，深入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合规管理能力，

持续强化内部审计的监督效能，相互制约的前中后台“三道防线”运行

模式初步建立，风险管控水平和能力不断增强，为稳健合规经营奠定了

坚实基础。 

五是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报告期内，本着“以客户为中心”

和“服务至上”的理念，不断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力度，持续

推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3.2 风险及控制 

报告期内，本行面临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信息科技风险等。本行不断加快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步伐，开展全行

风险管理的识别、计量、监测、预警、报告工作，扎实推进各项风险管

理工作，不断提升全行风险管理水平。 

3.2.1 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1）建立了组织架构健全、职责边界清晰的多层次风险治理架构，

风险管理职责分工明确、相互衔接、有效制衡。充分发挥风险控制委员

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职能，审议风险相关议题，提高风险管理决策能力。 

（2）完善风险偏好体系，明确风险承受限值，编制下发了《泰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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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020 年风险偏好陈述书》。 

（3）完善全面风险管理政策,优化全面风险管理流程，推动全面风

险管理规范化，引入精细化风险管理工具，建立和优化适用本行的风险

管理模型。 

（4）推进全面风险管理暨新资本管理办法项目实施，开展非零售内

评体系-系统建设项目、零售内评体系-模型开发及体系建设项目、信用

风险缓释-押品管理系统及优化项目、项目群管理咨询项目（二期）、资

本管理体系建设项目、RWA 及资本计量系统建设项目、市场风险管理体

系建设项目，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项目全面实施。 

（5）开展独立的内部审计，审查和评价全面风险管理的充分性和有

效性，督促整改措施实施。 

3.2.2 信用风险 

（1）完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组织实施风险预警工作：包括组织实

施信用风险识别、监测、预警、跟踪与报告，定期提交信用风险管理情

况的分析报告等。定期监测信用风险指标、开展信用风险压力测试；做

好贷款五级分类动态管理。 

（2）制定信用风险管理体系规划，对新产品、新业务进行信用风险

识别和评估，协助落实新资本协议项目的具体工作。 

3.2.3 操作风险 

不断完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开展制度全面梳理，扎牢制度防火墙；

持续开展各种培训，增强员工操作技能；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化

解风险隐患，强化制度执行力。持续推进操作风险与内控合规管理系统

运行，完善操作风险关键指标，并按时开展监测；定期更新内外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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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完善相关系统操作流程，促进提升本行在风险管控方面的精细化

管理水平。 

3.2.4 市场风险 

实施市场风险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风险管理

体系，夯实管理基础，改进风险管控手段，加强市场风险的识别、计量、

监测和报告，预防极端市场环境冲击。通过技术手段不断提升利率风险

的监测和应对水平，动态监测利率风险，合理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

利率风险。报告期内，本行各项市场风险指标均符合监管和本行限额管

理要求，市场风险整体可控。 

3.2.5 流动性风险 

本行建立了涵盖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架

构，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政策和程序完整有效。本行在流动性风险识

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方面采取日间和中长期流动性指标测算的方法对

流动性风险进行管理。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方面，本行采取常规压力测

试和临时性、专门压力测试来分析应对流动性风险冲击。报告期内，本

行各项流动性风险指标良好，均满足监管和本行限额管理要求，流动性

风险整体可控。 

3.2.6 信息科技风险 

完善信息科技风险治理，持续开展信息科技关键风险指标监测及报

告，定期开展信息科技风险评估与报告，定期开展信息科技应急演练，

不断加强灾备能力建设，持续追踪风险事件，针对信息科技风险事件及

时开展风险提示。报告期内，本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水平满足监管及本

行管理要求，信息科技风险整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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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4.1 主要利润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4994.01 76540.12 37.17% 

利润总额 47924.15 30722.91 55.99% 

净利润 40019.82 24564.81 62.92% 

 

4.2 资产负债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额 7550736.16 6530491.98 15.62% 

负债总额 6970022.89. 5988229.98 16.4% 

所有者权益 580713.27 542262.00 7.09%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存款余额 5563419.78 4899136.80 13.56% 

其中：个人活期储蓄存款 474286.75 468946.72 1.13% 

个人定期储蓄存款 2314219.52 2133267.16 8.48% 

企业活期存款 1118409.14 933508.17 19.81% 

企业定期存款 297359.93 242828.85 22.46% 

其他存款 1359144.44 1120585.90 21.29% 

贷款余额 3783442.75 3150937.71 20.08% 

其中：公司贷款 2847301.74 2281246.84 24.81% 

个人贷款 723283.36 776044.10 -6.80% 

贴现 224899.27 156072.42 44.10% 



- 8 - 
 

贷款损失准备 103879.82 125668.54 -17.34% 

逾期贷款 24765.82 6466.14 283.00% 

不良贷款 60299.21 62071.39 -2.86% 

 

4.3 补充财务指标     

                                                  单位：% 

项目 标准值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盈利性指标 

资产利润率 ≥0.6 1.14% 0.84% 

资本利润率 ≥11 14.25% 11.10% 

成本收入比 ≤35 25.03% 32.46% 

流动性指标 
流动性比例 ≥25 65.10% 66.98% 

存贷比  66.11% 62.85% 

资产质量指标 

不良贷款率 ≤5 1.55% 1.89% 

拨备覆盖率 ≥150 172.27% 202.46% 

拨贷比 ≥2.5 2.67% 3.84% 

单一集团客户授

信集中度 
≤15 13.01% 13.32% 

单一最大客户贷

款集中度 
≤10 9.27% 7.72% 

注：以上指标均按银监会统计口径和指标定义计算。 

 

五、资本构成及管理情况 

 

5.1 资本充足率计量结果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本净额 684131.58 659259.08  3.77%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 162.29  517.78 -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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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580550.97 541744.82 7.16% 

其他一级资本 0.00 0.00 0.00 

二级资本 103580.61  117514.27 -11.86% 

二级资本扣减项 0.00 0.00 0.00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5472796.99  4658655.65  17.48%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4843.77  2122.95  128.16%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74060.80  274060.80  0.00%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5751701.56  4934839.40  16.5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9% 10.98% -8.11%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9% 10.98% -8.11% 

资本充足率 11.89% 13.36% -11.00% 

注：本行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风险加权资产，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

量采用权重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标准法，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基本指标法。 

 

六、关联交易情况 

 

6.1 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单元：万元 

 关联股东 

重大关联交易内容 

贷款企业名称 业务种类 本次授

信额度 

1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5000 

2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5000 

3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6000 

4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非公开定向债

务融资 
5000 

5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4000 

6 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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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2000 

8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2000 

9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5000 

10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11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12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13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4750 

14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6545 

15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16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6555 

17 泰安弘信投资有限公司 泰安弘信投资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5500 

18 泰安弘信投资有限公司 泰安弘信投资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3000 

19 泰安弘信投资有限公司 泰安弘信投资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6500 

20 泰安弘信投资有限公司 泰安弘信投资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6000 

21 泰安弘信投资有限公司 泰安弘信投资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5000 

22 泰山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泰山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6000 

23 泰山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泰山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4000 

24 泰安市泰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泰安市泰山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20000 

25 泰安市泰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泰安市泰山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20000 

26 泰安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泰安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 
流动资金贷款 30000 

 

七、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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