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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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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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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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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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泰安银行坚持“回归本源、扎根本

地、深耕本土”的战略方向，坚守“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

务城乡居民”的市场定位，不断加大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着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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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转型，开创了泰安银行行稳致远发展的新局面。

（一）经营指标稳中向好。报告期内，泰安银行紧扣高质量发展战

略要求，各项工作稳中有固、固中有进，保持了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

业务发展呈现出基础更实、氛围更浓、活力更强的局面。至报告期末，

资产总额 876.82 亿元，较年初增加 60.02 亿元，增幅 7.35%；各项存款

余额 637.15 亿元，较年初增加 55.57 亿元，增幅 9.55%；贷款余额 477.17

亿元，较年初增加 67.01 亿元，增幅 16.34%；实现拨备前利润 5.90 亿

元，实现净利润 3.05 亿元。

（二）支持地方经济力度加大。按照泰安市“七个走在前列”、“五

个名地”建设的总体部署，大力支持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建设，支持双 50

强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加大制造业企业贷款投放。至报告期末，为泰

安市新旧动能转换的 10 个行业、58 家企业提供信贷资金 64.97 亿元；

双 50 强企业贷款余额 52.04 亿元；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196.4 亿元；制造

业贷款余额 81.6 亿元。

（三）内控合规管理全面强化。一是深入开展“行业规范建设深化

年”活动，深化“四项”基本规范建设，推进制度“立、改、废”，新

修订制度近 120 余项。二是加强内控制度执行监督，严格执行员工履职

回避和岗位轮换，开展员工行为专项排查，以全面问责倒逼合规风险体

系建设，提升制度规定震慑力。三是以“规范建设提升年”、“内控合

规管理建设年”活动为工作主线，以合规检查为抓手，组织分支机构深

入自查自纠，强化内部纠偏，深化跟踪评估。

（四）精细化管理稳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更加科学规范，干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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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管理日趋规范，人员培养与引进更加贴合经营发展需要。风险防控

责任进一步压实，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预警监测持续强

化，内部资产充足评估取得阶段性成果。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推

进，放款审查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贷后管理更加精细化。服务支撑能

力明显提高，网点环境、服务质量提升明显。

3.2 报告期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履行主体责任，积极化解金融纠纷，推动消费者权

益保护落实落地。通过持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体系，严格落实消

保投诉通报和绩效考核评价，建立金融产品和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审查

工作机制，严格规范风险评估、营销推荐和信息披露等重点环节，重视

群众信访诉求，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共接收消费投诉事项 87 件，比上年同期下降 11%，撤诉

率 28%。其中求助咨询类 7件，占比 8%；业务类投诉 80 件，占比 92%。

全部投诉事项均得到有效化解。

3.3 风险及控制

报告期内，本行面临信用、操作、市场、流动性、信息科技、法律

合规、声誉及战略等风险。本行不断加快建立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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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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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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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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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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非零

售内评体系-验证及系统建设项目、零售内评体系-验证及系统建设项目、

信用风险缓释-押品管理系统及优化项目、RWA及资本计量系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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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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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操作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持续完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秉持“制度先行”原

则，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扎牢制度防火墙；强化流程管理，开展法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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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知识竞赛，持续提高全员综合素质能力和业务技能，提升风险防范能

力；加强监督检查，强化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及时

发现并化解风险隐患；利用操作风险与内控合规管理系统促进提升内控、

合规、操作风险和案防管理水平。

3.3.4 市场风险

报告期内，对标市场风险合规要求和同业实践，明确组织架构与职

责分工，优化政策制度及管理流程，从管理架构、制度体系、管控机制、

计量能力等方面全面完善本行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开展市场风险管理系

统功能优化，推动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及系统建设项目成果落地，本行市

场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的准确性、及时性以及自动化程度得到大幅

度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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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面临的市场风险整体可控。

3.3.5 流动性风险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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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信息科技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不断完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机制，持续开展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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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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法律合规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不断完善法律风险管理机制，增强法律服务意识，

推行“法律服务关口前移”工作机制，持续完善法律服务审核机制。进

一步协同金融创新步伐，平衡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培育“跨前一步”的

风险管理文化。坚持遵循“关口前移、全程参与、深度融合、保驾护航”

工作理念，深度介入业务开办过程，防控法律风险，贴近市场和业务发

展。

3.3.8 声誉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按照新修订的《泰安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办法》和应

急预案要求，开展日常 24 小时密切监测、研判、汇报、应急处置等工作，

对可能触及的声誉风险事件及时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应对话术，进一步

明确分工，提高应对处置能力，实现舆情早识别、早预警、早报告、早

处理。

3.3.9 战略风险

报告期内，为确保本行战略安全，保证各项业务的安全稳健运行，

本行按照全面风险管理机制要求，适时修订因外部因素和本行内部发展

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战略选择和实施与实际目标存在的偏差，通过战略分

析、评价和控制，引导全行业务的正常开展，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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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4.1 主要利润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86114.66 104994.01

利润总额 33814.46 47924.15

净利润 30481.11 400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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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8183.50 8168041.63 7.35%

负债总额 7992564.78 7401846.45 7.98%

所有者权益 775618.72 766195.18 1.23%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存款余额 6371514.79 5815849.06 9.55%

其中：个人活期储蓄存款 540203.62 519704.42 3.94%

个人定期储蓄存款 2897992.28 2489080.19 16.43%

企业活期存款 968518.99 949970.75 1.95%

企业定期存款 449524.22 333021.80 34.98%

其他存款 1515275.68 1524071.90 -0.58%

贷款余额 4771709.19 4101643.66 16.34%

其中：公司贷款 3927521.67 3107975.17 26.37%

个人贷款 572010.57 698692.65 -18.13%

贴现 272176.95 294975.84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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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损失准备 120828.22 74030.93 63.21%

逾期贷款 70573.23 54730.92 28.95%

不良贷款 84085.94 61264.93 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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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0.67%

资本利润率 ≥11 8.06% 7.66%

成本收入比 ≤35 30.64% 29.65%

流动性指标
流动性比例 ≥25 69.09% 70.60%

存贷比 71.44% 66.86%

资产质量指标

不良贷款率 ≤5 1.76% 1.49%

拨备覆盖率 ≥130 143.88% 137.78%

拨贷比 ≥1.8 2.53% 2.06%

单一集团客户授

信集中度
≤15

14.06% 11.97%

单一最大客户贷

款集中度
≤10

9.60%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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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786.14 760017.26 6.81%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 730.96 431.24 69.50%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624887.75 586872.72 6.48%

其他一级资本 150000 150000 0.00%



- 10 -

二级资本 36898.39 23144.54 59.43%

二级资本扣减项 0 0 0.00%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6070127.17 5750487.85 5.56%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4210.33 4037.66 4.28%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304783.57 304783.57 0.00%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6379121.07 6059309.08 5.28%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80% 9.69% 1.14%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15% 12.16% -0.11%

资本充足率 12.73% 12.5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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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信余额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

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4000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

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5000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

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6000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

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15000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

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15000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3000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4750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 普通流动资金贷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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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限公司 款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10000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10000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15000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泰安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15000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

司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

公司
民品贷款 4000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

司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

公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7000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

司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

公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8000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

司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

公司

普通流动资金贷

款
15000

七、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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