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法定名称：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三）注册办公地址：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仙都路 67 号 

（四）法定代表人：丁一鸣 

（五）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为准。（凭有效许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信息披露方式：在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门户网站及主要营业场所进行公布。 

（七）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八）其他有关资料： 

注册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21 日 

注册登记机关：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56818894XP 

（九）市场定位：自成立以来，本行始终坚持“立足县域，

服务三农，支持小微”的办行宗旨，以支持“三农”和发展地方

经济为己任，以“做小、做散、做深”为经营理念，以打造“小

而精、小而强、小而优”的精品村镇银行为目标，逐步形成了具

有自身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建立了“优质、高效、便捷”的



金融服务品牌。 

（十）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额 

（万股） 

持股 

比例 

1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300 43% 

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 

3 浙江寿尔福化学有限公司 600 6% 

4 天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 6% 

5 浙江新都纸业有限公司 600 6% 

6 浙江锯力煌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 4% 

7 飞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0 4% 

8 涛涛集团有限公司 400 4% 

9 浙江恒强针车集团有限公司 400 4% 

10 浙江晨龙锯床集团有限公司 400 4% 

11 浙江宇星实业有限公司 300 3% 

12 浙江万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200 2% 

13 浙江扬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 2% 

14 杭州富阳三山建材有限公司 200 2% 

2021 年 4 月 27 日，本行股东浙江芳华缝制设备有限公司因

经营需要转让持有本行的 200 万股，持股比例为 2%，股权变更

后，杭州富阳三山建材有限公司持有本行股份共计 200万股，占

总股本的 2%。 

报告期内，本行没有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无分立合并事项。 

（十一）各分支机构营业地址： 



机构名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总行营业部 缙云县五云街道仙都路 67号 0578-3127007 

壶镇支行 缙云县壶镇镇乐业路 53号 0578-3163710 

新碧支行 缙云县新碧街道镇南路 26号 0578-3188057 

新建支行 缙云县新建镇新寺路 86-88号 0578-3172822 

东渡金融便民服务点 缙云县东渡镇东渡大道 53号 0578-3132512 

舒洪金融便民服务点 缙云县舒洪镇振中路 27号 0578-3191069 

东方金融便民服务点 缙云县东方镇东方街 150号 0578-3163709 

溶江金融便民服务点 缙云县溶江乡洪坑桥村 5号 0578-3127398 

五云金融便民服务点 缙云县五云街道寺后东路 43号 0578-6120350 

（十二）高管人员情况 

我行现有高管 4 名，其中由主发起行杭州联合银行外派至我

行高管 2 名。 

姓名 职务 分管工作 

丁一鸣 
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兼行长 

负责内审、人力资源、党建、财务工作；

分管综合管理部、业务管理部 

吕伟芳 
党支部委员、

副行长 

负责运营财务、文明规范服务推进、反洗

钱等工作；分管运营管理部 

郑华 副行长 

负责权限内贷款授信、审批，不良贷款清

收处置，风险贷款的转化审批；负责基建

工作；分管风险合规部 

周九平 
党支部委员、

监事长 

负责纪检监察、核销贷款清收、安全保卫、

消费者权益保护；协助推进党工青妇，以

及全行 6S管理等工作 

二、会计数据及业务数据摘要 

（详见附件：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度审计报告） 

（一） 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数据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金额 

营业收入 6765.95 

营业支出 3299.38 

拨备前利润 3470.68 

（二） 截止报告期末前两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总资产 117225.01 110161.27 

存款余额 91722.66 85762.12 

贷款余额 109933.94 89950.48 

所有者权益 15856.20 14150.74 

净利润收入 2218.21 2043.73 

拨备前利润 3470.68 3015.56 

（三） 截止报告期末前两年的补充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主要指标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资本充足率 15.83 18.36 

存贷款比例 119.85 104.88 

不良贷款额 1344.77 1498.99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集中度 4.43 5.98 

最大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6.80 8.98 

贷款拨备覆盖率 498.29 406.98 



（四） 贷款损失准备金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金额 

期初余额 6100.63 

报告期计提 299.69 

本期收回以前年度核销 590.95 

报告期核销 290.36 

其他变化 0 

期末余额 6700.91 

（五） 资本的构成及其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核心资本 15856.20 14150.74 

其中：核心资本净额 15855.51 14149.62 

资本净额 16919.96 15041.24 

加权风险资产 106872.87 81943.11 

资本充足率% 15.83 18.36 

核心资本充足率% 14.84 17.27 

（六） 报告期内股东权益变化情况 

                单位：万股、人民币  万元 

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股东权益合

计 



期初数 10000 0 515.62 1345.63 11861.25 

本期增加 0 0 203.10 288.03 491.13 

本期减少 0 0 0 0 0 

期末数 10000 0 718.72 1633.66 12352.38 

三、公司治理信息 

（一）年度内召开股东大会情况 

本行严格按《章程》规定召开股东大会，确保所有股东享有

平等地位，能够充分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本行建立健全了与股

东沟通的有效渠道和机制，积极听取股东意见和建议，确保股东

对本行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 

报告期内，本行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1次，临时股东大会 1次。

具体情况如下： 

2021 年 5 月 11 日，本行在三楼会议室召开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实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13 人，符合法定出席人数要

求，会议由丁一鸣同志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浙江缙云联合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草案）》、《浙江

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和 2021年度

财务预算方案（草案）》、《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草案）》等 13 项议案，并形成决议。 

2021 年 9 月 15 日，本行召开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实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13 人，符合法定出席人数要求，

会议由丁一鸣同志主持。审议并通过了《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6 项议案，并形成决议。 

（二）年度内董事会情况 

2021 年，董事会共召集召开年度股东大会以及临时股东大

会共 2 次，19 项决议，董事会均抓好了落实。全年共召开了 6

次董事会会议，形成董事会决议 26 个。 

2021 年，本年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第四届董事会共由 5

名董事组成，全体董事恪尽职守，董事能够根据经济金融形式，

结合专业经验和本行经营情况，积极建言献策，并对高管层履职

情况进行监督，保证治理主体信息畅通。 

1 、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董事 6 次，其中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

董事会 3 次，全体董事均能亲自或委托代理人按时出席会议。 

姓  名 本人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未出席次数 

褚海芳 3  - - 

丁一鸣 3 - - 

郑 华 6 - - 

吕天喜 5 1 - 

樊培仁 6 - - 

来国伟 3 3 - 

2、董事会议事和决策情况 

（1）规范公司治理运行，实现科学高效决策  



一是依规召集召开公司治理会议。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以及

本行章程的规定，按时召集召开治理层会议，并确保会议程序、

表决结果、信息披露等工作依法合规。2021 年，董事会共召集

召开年度股东大会以及临时股东大会共 2 次，19 项决议，董事

会均抓好了落实。全年共召开了 6 次董事会会议，形成董事会决

议 26 个。二是积极完善公司治理各项制度。董事会定期检视公

司治理制度体系，根据监管要求和实际情况对本行《浙江缙云联

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履职考核办法（试行）》、《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制度作了完善性修订，助力提升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规范运作

水平。三是不断提升董事履职能力。2021 年，全体董事恪尽职

守，董事能够根据经济金融形式，结合专业经验和本行经营情况，

积极建言献策，并对高管层履职情况进行监督，保证治理主体信

息畅通。 

（2）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健全内控合规机制  

一是提高全面风险治理能力。董事会积极推动风险管理体系

和机制不断完善，制定授权方案，适当调整授权限额，使授权方

式和额度更加适应业务发展，认真审议反洗钱工作报告等议案，

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得以增强。 二是加强内控体系建设。

董事会密切关注内控合规体系的有效性，审议了内部审计报告、

关联交易报告等议案，持续推动内部控制体系的改进和完善；督

促高管层压实内控合规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飞行检查及尽职调

查，保持案件防范高压态势，加强合规文化宣贯，夯实合规管理

基础；强化监管意见的指导作用，认真配合监管部门开展各项现



场及非现场检查，建立监管联动清单和整改台账，将跟踪整改落

到实处，以此促进内控机制不断健全。 

3、董事年度履职考核结果 

本行董事会根据本行董事履职考核办法，结合董事的履职情

况，在充分听取银监部门、监事会及其他有关方面意见后，对董

事年度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考评，确定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 2021

年度履职考核结果为称职。 

（三）年度内监事会情况 

缙云联合村镇银监事会共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监事

1 人。2021 年，全体监事严格遵守本行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以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公正、客观、忠实、

勤勉、认真地履行了监督职责，第三届监事会 2021 年度履职情

况如下： 

1 、监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2021 年度我行召开监事会 4 次。全体监事均能亲自或委托

代理人按时出席会议。此外，各监事受董事会的邀请每次均能按

时列席董事会会议。 

姓名 本人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会议次数 未出席会议次数 

周九平 4 - - 

章小的 3 1 - 

丁泽林 4 - - 

2、监事会议事和监督情况 

（1）顺利完成换届，实现工作平稳过渡  



2021 年，本行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督工作实

现平稳过渡，监事会遵循监管要求和公司治理程序，选举产生监

事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四届监事会及时召开会议，选举

监事长，如期履职，实现了工作的平稳过渡，进一步提升了监事

会整体的专业能力和履职水平。 

（2）规范组织会议，充分履行监督职责 

监事会按照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监督工作

履职需要，依法合规召开监事会，监事会对涉及全行发展的重大

事项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审议，发表了客观、独立的意见和建议，

有效履行监督职责。2021 年，监事会召开会议 4 次,形成决议 17

项。列席董事会 2 次，听取年度工作报告、利润分配草案、董监

事履职评价报告、“十四五”发展规划（草案）等 17 项议案。 

（3）聚焦重点领域，实质性监督成效明显  

监事会遵循依法合规、客观公正、标准统一、科学有效的原

则，将履职监督贯穿于整个监督过程。一是深入开展日常履职监

督。出席 1 次年度股东大会、1 次临时股东大会，列席 2 次董事

会现场会议，依法对会议召开程序、审议事项、表决程序，以及

董事履行职责等情况进行监督。职工监事参与党支部会议等高管

层重要会议，对涉及全行经营管理重大议题和关键事项的审议和

决策过程进行监督，并从监事会的角度提出客观、独立的意见建

议。二是职工监事深入基层一线。调研走访经营机构、企业客户

等，切实了解一线机构经营管理与营销服务的实际情况，在履行

监督职责的同时，发挥指导帮扶作用。 

（4）强化风险内控监督，保障合规稳健发展  



监事会严格落实监管要求，进一步强化全面风险监督与内部

控制监督力度，通过议案审议、听取汇报、专题调研等方式进行

有效监督。一是监事会认真听取内部审计工作报告，指出前期审

计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指导下一步审计工作的重点、要点，

并针对风险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信贷投向等重点内容，提出建设

性的监督意见。二是持续关注合规管理机制的建设情况，重点关

注案件防范、反洗钱、员工行为管理等重点领域的内部控制执行

情况，监督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三是注重各管理条线的检查和指

导，指导经营班子开展“信贷风险排查”、“安全保卫检查”等

各类检查活动。重点对信贷业务检查、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典型违

规行为加以通报责令整改，防范违规行为重复发生。四是认真研

究监管机构出具的各类监管检查报告，定期查看监管问题整改台

账，及时审阅专项审计报告及整改报告，促进本行合规经营水平

的持续提高。 

3、监事年度履职考核结果 

根据本行监事履职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综合考量各位监事

在促进本行科学决策、依法经营、合规操作等方面所发挥的议事、

监督作用，结合监事履职情况和自评结果，确定本行全体监事

2021 年度履职考核结果均为称职。 

（四）年度内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 

我行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明确综合管理部为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牵头部门，牵头负责消保工作的组织实施。

各部室、网点负责人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第一责任人。 

1、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主动、规范、持续、系统地开

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切实打通金融知

识普及 “最后一公里”。通过银企、银政、银商联动，常态化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

“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普及金融知识，守

住“钱袋子”“防范非法集资”等系列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切

实增强消费者的金融知识素养，提高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二

是持续关注“老年人、在校学生”等重点群体消费者权益保护，

深入开展“金融入网格、宣传到农户”活动，结合“联合大走访

活动” ，依托“消保驿站”“村居营销” “反诈专区”等活动

平台，通过展示板、折页、电子滚屏、微信等多种形式，扩展金

融知识宣传教育渠道和覆盖面，积极组织开展自主宣传活动。通

过本年度系列消保活动的开展，有效强化了全县金融消费者的风

险意识和依法、理性维权意识，提升了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的

金融素养，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服务民生、服

务群众的经营理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消费者投诉应对、处理情况 

我行在营业场所、门户网站等醒目位置公布投诉电话等投诉

方式和联系查询方式，各网点均在营业厅内张贴消保热线公示牌，

告知投诉受理联系方式。投诉方式包括本行 24 小时客户服务热

线等，投诉渠道畅通、有效、便捷。由综合办公室直接负责消费

者投诉案件的调查和处理，普通投诉案件需在 72 小时内处理完

毕，加急投诉案件应在 48 小时内处理完毕，并建立金融消费者

投诉台账机制。 

3、本年度重点问题发生情况及说明 

我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原则，做好柜面良好服务。2021 年



度未发生负面舆情及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因消费者权益引发的诉

讼、仲裁案件。对监管部门开展的各类调查、核实、考核评价或

其他工作事项，我行始终积极配合，按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提供材

料、定期报送投诉统计数据信息等。 

四、主要风险管理 

（一）风险管理概述 

目前各类业务有效风险管理制度全面覆盖所有业务风险管

理。信贷资产及非信贷资产均按季度实施五级分类政策。 

实行稳健的风险管理政策，贷款实施分级授权审批制度，贷款坚

守“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坚持“做小做散”的原则，避免贷

款集中出现风险。 

本行在开办新业务，开发新产品时，事先充分识别评估潜在

的风险因素与影响，由业务管理部，风险合规部等相关部门进行

会商或会签。对决定开展的业务，事先制定明确的风险管理政策

和制度，并上报董事会。 

本行系统梳理各项业务活动，合理设置前、中、后台，完善

业务流程，制定操作手册，清晰划分各流程环节的岗位职责、风

险要点，操作规范、合规要求，强化岗位相互约束与制衡。 

（二）信用风险 

本行信贷业务实行审贷分离和“三查〞制度，对信贷业务的

调查、审查、审批、检查等环节的工作职责进行明确界定，每个

环节的职责分别由不同部门和相对独立的岗位予以实施，建立以

决策为中心，以权限为界定，各岗位、各部门横向制约，分层次

纵向制衡为一体的信贷管理体制。 



贷款总体情况：截止 2021 年 12 月末，本行各项贷款总额

109933.94 万元，较年初增加 19983.46 万元，其中，对公贷款

余额 18500 万元，占比 16.83%，较年初增加 2533.12 万元：对

私贷款余额 91433.94 万元，占比 83.17%，较年初增加 17450.34

万元。 

按信贷投向划分：租贷和商务服务业贷款 321 万元，占比

0.29%；制造业贷款 28591.57 万元，占比 26.01%；建筑业贷款

10323.70 万元，占比 9.39%；批发和零售业贷款 18742.79 万元，

占比 17.05%；个人消费类贷款 18630.18 万元，占比 16.95%；个

人经营类贷款 72803.77 万元，占比 66.23%。 

贷款质量情况：截止 2021 年 12 月末，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

额 1344.77 万元，较年初减少 154.22 万元，不良率为 1.22%。

目前，所有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已全部进入到五级分类后三类。

按信贷投向划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不良贷款 5 万元，占不良贷

款比重 0.37%；制造业不良贷款 187.98 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

13.98%；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 226.11 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

16.81%；建筑业不良贷款 202.66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 15.07%；

个人消费类不良贷款 263.07 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 19.56%；个

人经营类不良贷款 1031.70 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 76.72%；企

业不良贷款 50 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 3.72%。 

信用风险监管指标：截止 2021 年 12月末，本行不良贷款率

1.22%，单一最大客户贷款集中度 4.43%，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援

信集中度 6.80%，符合监管要求。 

（三）市场风险 



本行无投资理财、证券等表外业务，仅有传统类的存贷业务。

存贷收付息随利率调整有小幅变动，但整体市场风险可控。 

（四）流动性风险  

本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建立科学完善的流动性风险

管理体系，实施流程化管理，实现资金安全性、流动性与效益性

的合理平衡，满足业务发展需要，确保本行在正常经营环境中和

压力状态下，具有充足的资金应对业务增减和到期债务支付。 

    报告期内，根据外部形势和自身业务发展要求，本行制定了

流动性风险偏好值；充分运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等工具，优化资

产负债期限配置；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合理设置流动性风险限

额；持续提升日常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强关键时点的资金管控，

保持合理备付水平；加强资金组织工作力度，灵活开展主动负债

业务；加强流动性风险指标管理，动态监测跟踪并及时统筹协调

确保各类指标合规达标；完善应急计划，开展应急演练并定期开

展压力测试，提高流动风险处置能力。 

    报告期末，本行流动性状况整体稳健、适度。本行流动性比

例 48.56%，高于监管要求，符合本行年度流动性风险偏好。 

（五）资本管理 

本行自成立日起，执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银监会令 2012 年第 1 号）。 

1．本行资本管理遵循如下原则：  

（1）保持较高的资本质量和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发展战

略规划实施，满足监管要求。  

（2）充分识别、计量、监测、缓释和控制各类主要风险，



确保资本水平与面临的风险及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  

（3）优化资产结构，合理配置经济资本，保证银行可持续

健康发展。  

2．本行管理层按照银监会的监管规定，监控资本的充足性

和监管资本的运用情况。本行每季度向丽水银监分局上报所要求

的资本信息。 

3．维持资本充足率 8.00%以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

于 5.00%，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5.00%。 

4．本行风险管理部负责对下列资本项目进行管理：  

（1）核心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  

（2）其它一级资本，包括其它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3）二级资本，主要包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4）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权重法进行计量，风险权重在

考虑资产和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及抵质押担保后确定。市场风险

资本调整采用标准法进行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采用基本指标

法计量。  

本行于2020年12月31日，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计算的监管资本状况如下： 
项  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4.84% 17.27% 

一级资本充足率 14.84% 17.27% 

资本充足率  15.83% 18.36% 

核心一级资本 15856.20 14150.74 

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0.69 1.12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5855.51 14149.62 

   

一级资本净额 15855.51 14149.62 



   

二级资本 1064.45 891.62 

二级资本扣减项 0 0 

   

资本净额 16919.96 15041.24 

风险加权资产 106872.87 81943.11 

其中：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95783.04 72221.18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0 0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1089.83 9721.93 

注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等于核心一级资本净额除以风险

加权资产；一级资本充足率等于一级资本净额除以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充足率等于资本净额除以风险加权资产。 

注2：风险加权资产包括采用权重法计量的信用风险加权资

产、采用标准法计量的市场风险加权资产，以及采用基本指标法

计量的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附件：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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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联合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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