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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法定名称：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6000 万元

（三）注册办公地址：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城东路 1 号

（四）法定代表人：孙胜

（五）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

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代理发

行、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服务。

（六）信息披露方式：在浙江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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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八）其他有关资料：

注册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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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31100084271886R

（九）市场定位：云和联合村镇银行始终坚持“服务三农、

服务中小企业、立足云和”的市场定位，以支持“三农”和发展

地方经济为己任，以打造合规、高效、精品的银行为理念，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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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地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最真诚、最便捷、

最优质、最专业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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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40.00%

2 杭州合骏通讯有限公司 360 6.00%

3 嵊州市天润制衣有限公司 360 6.00%

4 浙江诚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60 6.00%

5 浙江新云工艺品有限公司 360 6.00%

6 浙江七彩木制工艺品有限公司 240 4.00%

7 浙江宇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40 4.00%

8 浙江比好进出口有限公司 240 4.00%

9 云和美艺玩具有限公司 240 4.00%

10 杭州热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0 4.00%

11 绍兴市南洋染织有限公司 240 4.00%

12 浙江木佬佬玩具工艺品有限公司 180 3.00%

13 浙江坚韧机械有限公司 180 3.00%

14 浙江利隆精密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120 2.00%

15 云和县方圆皮草服饰有限公司 120 2.00%

16 浙江兴昌轴承有限公司 12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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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场所

总行营业部：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城东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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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头支行：浙江云和县崇头镇崇头村栈云街 111-1 号

沙溪支行：浙江云和县凤凰山街道中山西路 297 号

二、会计数据及业务数据摘要

（详见附件：云和联合村镇银行 2018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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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5.39

营业支出 3754.34

拨备前利润 15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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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总资产 55469.03 69497.12

存款余额 39530.55 51262.20

贷款余额 51269.08 61101.04

所有者权益 5142.55 8851.20

净利润收入 740.23 1003.61

拨备前利润 1230.23 15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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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末 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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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 20.16 18.02

存贷款比例 129.69 119.19

不良贷款额 0.65 0.69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集中度 5.74 4.24

最大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48.10 34.24

贷款拨备覆盖率 497.59 5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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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00

报告期计提 500.00

本期收回以前年度核销 0.00

报告期核销 0.00

其他变化 0.00

期末余额 2160.00

（五） 资本的构成及其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核心资本 8142.55 8851.20

其中：核心资本净额 8142.55 5521.20

资本净额 8617.71 8424.13

加权风险资产 42741.42 523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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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 20.16 18.02

核心资本充足率% 19.05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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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0.00 38.44 263.40 8142.55

本期增加 0.00 0.00 167.27 932.05 708.65

本期减少 0.00 0.00 0.00 0.00 0.00

期末数 6000.00 0.00 205.71 1195.45 8851.20

三、公司治理信息

（一）年度内召开股东大会情况

年度内本行召开股东大会 1 次，具体情况如下：

2018 年 5 月 29 日，本行在云和皇成国际大酒店召开了 2017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由孙胜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浙

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经营发展情况及

2018 年度主要工作措施的报告》、《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及2018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草案）》、

《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表审计报

告》、《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关于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主

要经营目标的建议》、《关于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议案的落实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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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内董事会情况

云和联合村镇银行第二届董事会共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

在职董事 2 名。2018 年，全体董事严格遵守本行章程、董事会

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公正、客

观、忠实、勤勉、认真地履行了董事职责，第二届董事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如下：

1 、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 2018 年度共召开董事会例会 2 次，出席情

况如下（以姓氏笔划排列）：

姓 名 本人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会议

次数

未出席会议

次数

孙 胜 2 - -

刘剑龙 2 - -

洪彧坚 2 - -

徐华高 1 1 -

廖复新 2 - -

2、董事会议事和决策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主要通过召开现场会议的方式，对事

关本行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商议、集思广益，对工

作目标和工作措施、财务预算方案、风险管理、授信管理以及审

计报告等涉及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进行了讨论和决策，共形成决

议 1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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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董事会讨论的事项，各位董事均能在会前对议案进行认

真审阅，主动了解全行经营和运作动态，查阅相关信息和资料，

为董事会的议事和决策做好充分准备。在董事会会议上，全体董

事能够以审慎负责、积极认真的态度，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经验

及特长，为讨论的事项提供专业判断和分析，保障了董事会的高

效运转及科学决策，对全行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积

极作用。

3、董事年度履职考核结果

本行董事会根据《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监事履职考核办法》，结合每位董事的履职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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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各位董事 2018 年度履职考核结果为称职。

（三）年度内监事会情况

云和联合村镇银行第二届监事会共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

工监事 2 人，非职工监事 1 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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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届监事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如下：

1 、监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2018 年，本行共召开监事会 2 次，出席情况如下：

姓名 本人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会议次数 未出席会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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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华 2 - -

王旭东 2 - -

颜小燕 2 - -

2、监事会议事和监督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监事会召开现场例会 2次。监事会主动增强

责任意识、内控意识和监督意识，加强对风险的把控，强化对财

务、审计工作的领导，加强对经营管理层的日常监督，指导运营

部门扎实有效的开展工作。

2018 年，监事会监事还认真履行了监督本行董事会的职责，

共列席董事会例会 2 次，对董事会相关议案进行认真研究和讨

论，围绕全行制度建设、业务规划、内部管理等涉及到本行经营

管理的重大决策进行监督，切实维护本行利益和广大投资者利

益。同时，列席董事会的监事还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发挥各

自的专业经验及特长，对董事会所讨论的事项充分发表意见和建

议，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多项参考意见。监事会的有效监督，保障

了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的合规运行。

3、监事年度履职考核结果

本行监事会根据《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监事履职考核办法》相关规定，结合每位监事 2018 年度实

际履职情况，确定各位监事 2018 年度履职考核结果为称职。

四、主要风险管理

（一）风险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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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经营活动面临多种金融风险。本行分析、评估、接受

和管理某种程度的风险，或风险组合。管理风险对于金融行业至

关重要，同时商业运营也必然会带来经营风险。本行的目标是达

到风险与收益之间恰当的平衡，同时尽量减少对本行财务报表的

不利影响。

本行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的目的是通过识别并分析相关风险，

制定适当的风险限额和控制程序，并通过可靠的程序对风险及其

限额进行监控。

本行董事会制定本行的风险管理策略。本行高级管理层根据

董事会制定的风险管理策略，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政策及程序，

包括流动性风险、信贷资产风险、操作风险等专项风险管理政策。

这些风险管理政策及程序经董事会批准后由管理层负责执行。监

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经营管理层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本行面临的主要经营风险为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二）信用风险

本行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客户或交易对手未能履行义务而

导致本行蒙受财务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是本行业务经营所面临

最重大的风险之一。经济环境变化或本行资产组合中某一特定行

业分部的信用质量发生变化都将导致和资产负债表日已计提准

备不同的损失。倘交易对方集中于同类行业或地理区域，信用风

险集中度将会增加。表内的信用风险暴露包括客户贷款及同业往

来等。目前本行业务大部分集中于中国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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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本行的授信资产组合存在集中性风险，较易受到地域性经济

状况变动的影响。因此，管理层谨慎管理其信用风险暴露。银行

整体的信用风险日常管理（包括贷款及同业往来等）由总行的风

险管理部负责，并定期向本行高级管理层进行汇报。本行已建立

相关机制，制定个别借款人可承受的信用风险额度，本行定期监

控上述信用风险额度，并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审核。

1.信用风险的计量

（1）贷款及信用承诺

风险管理部负责集中监控和评估发放贷款和垫款信用风险，

定期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报告。

本行主要基于客户对约定义务的“违约可能性”和财务状况，

并考虑当前的信用敞口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计量企业贷款和

垫款的信用风险。

本行根据《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引》（银

监发〔2006〕23 号）和《农村银行机构公司类信贷资产风险十

级分类指引（试行）》（银监发〔2009〕284 号），以及《浙江

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基本制度》（浙信联发

〔2006〕21 号）和《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关于做好农村合

作金融机构五级分类的意见》（浙信联办〔2008〕293 号）的规

定计量并管理企业及个人贷款和垫款的质量。《浙江省农村合作

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基本制度》（浙信联发〔2006〕21

号）要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将企业及个人贷款划分为五级（正常、

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其中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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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贷款），《农村银行机构公司类信贷资产风险十级分类指引

（试行）》（银监发〔2009〕284 号）要求农村银行机构将公司

类信贷资产分为十级（正常 1、正常 2、正常 3、关注 1、关注 2、

关注 3、次级 1、次级 2、可疑、损失，其中次级 1、次级 2、可

疑、损失合称为不良信贷资产)：

五级贷款的定义分别为：

正常：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款本息不

能按时足额偿还。

关注：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

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次级：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

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

定损失。

可疑：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

定要造成较大损失。

损失：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

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

（2）存放及拆放同业款项

对于存放同业，本行主要考虑同业规模、财务状况及外部信

用风险评级结果确定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2017 年度对存放同

业业务进行了授信审批，但 2018 年度未进行授信审批。

2.信用风险控制和缓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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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进行客户层面的风险限额管理，并同时监控单一客户及

行业的风险集中度。

本行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降低信用风险。其中，最通用的

方法是要求借款人交付保证金、提供抵质押品或担保。

3.发放贷款和垫款

（1）贷款和垫款风险集中度

本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情况如下：

户 名
贷款

（含贴现）

承兑

汇票

其他表外

融资余额
合 计

占资本净额

比例（%）

贷款五级

分类

云和县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4.09% 正常

丽水市尚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云和分

公司
370.00 370.00 3.78% 正常

浙江华工锻造有限公司 340.00 340.00 3.48% 正常

云和县鑫泉玩具厂 330.00 330.00 3.37% 正常

张国华 300.00 300.00 3.07% 正常

浙江旭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3.07% 正常

李伟平 300.00 300.00 3.07% 正常

陈赟华 300.00 300.00 3.07% 正常

云和县宏祥固废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3.07% 正常

魏建军 290.00 290.00 2.96% 正常

合 计 3,230.00 3,230.00 33.03%

（2）贷款和垫款按风险程度的分类

项 目
上年年末

贷款余额

本年年末

贷款余额

正常贷款 48,738.82 59,051.92

关注贷款 2,196.65 1,628.86

次级贷款 98.35 131.01

可疑贷款 235.26 289.25

损失贷款

合 计 51,269.08 61,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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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贷款合计 420.26 万元，占贷款总额的 0.69%，占本行

净资产的 4.56%。

（3）逾期贷款和垫款

逾期贷款和垫款按担保方式和逾期天数分布情况详见本财

务报表“附注五、（五）发放贷款和垫款”项目注释。

4.存放同业款项

存放同业款项业务的交易对手包括系统内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境内银行、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

本行收集和分析交易对手信息，根据交易对手性质、规模、

信用评级等信息核定授信总量，对其信用风险进行监控。2017

年度对存放同业业务进行了授信审批，但 2018 年度未进行授信

审批。

（三）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指由于市场价格（如利率）的不利变动使银行

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存在于银行的交

易账户与银行账户中。交易账户包括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或为了

对冲交易账户其他风险而持有的金融工具或商品头寸。银行账户

包括除交易账户外的金融工具（包括本行运用剩余资金购买金融

工具所形成的投资账户）。

本行制定的《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管理

办法》中规定本行不得持有为交易目的或规避交易账户其他项目

的风险而持有的金融工具和商品头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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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 12月 31日本行尚未持有因交易目的而持有的或

为了对冲交易账户其他风险而持有的金融工具或商品头寸，也未

持有除交易账户外的金融工具（包括本行运用剩余资金购买金融

工具所形成的投资账户）。

（四）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本行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以合理的成本取得

资金以偿还债务或者满足资产增长需求的风险。本行流动性风险

管理的目标是：根据本行业务发展战略，将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

平，保证到期负债的偿还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并且具备充足的可

变现资产和足够的融资能力以应对紧急情况。

本行制定政策采用对流动性风险集中管理的模式，不断推进

集中资金池建设。

本行每季度对流动性风险进行压力测试，并报送至丽水银监

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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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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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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以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

于 7.50%，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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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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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7.61% 19.57%

一级资本充足率 17.61% 19.57%

资本充足率 18.70% 20.68%

核心一级资本 9,209.87 8,363.99

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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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9,209.87 8,363.99

一级资本净额 9,209.87 8,363.99

二级资本 572.93 475.16

二级资本扣减项

资本净额 9,782.80 8,839.15

风险加权资产 52,308.88 42,741.42

其中：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46,407.00 38,487.74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5,901.88 4,2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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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