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行与江西首家市级
金控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今年是五四运动97周年与建团94周年，为进一
步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响应国
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我行5月4日组织优
秀青年同志参加团市委举办的“新工业·创青春”为主

题的九江青年创业创新高峰论坛，纵议创新创业未来
趋势，引领无数怀揣着激情与梦想的团员青年，投身
到推进“T”型崛起、打造山水名城、率先全面小康、建
设五大九江的重要工作之中。

活动上，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为我行团员青
年指点迷经，分享创业创新思路。易鹏是著名经
济学家，城镇化研究专家，他通过投资解析、案例
分享等主题为广大青年同志打通“任督二脉”。

我行组织员工参加五四“新工业·创青春”高峰论坛

4月18日上午，抚州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抚州金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启动大会在抚州市财政局举行，这是江西省成立的首家市级金控公司和合
资基金管理公司，将为抚州城市建设、绿色产业进一步发展助力。抚州市
委书记肖毅、江西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治明致辞并揭牌。

当天，由副行长王琨代表九江银行与抚州金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了合作框架协议。此次金融签约，将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九

江银行将为抚州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贡献一臂之力。
抚州金控公司是抚州市加快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方针政策的重要载

体，是引导培育抚州高科技新兴产业的主力军，将成为保障抚州市未来经
济稳定有序发展的“第二财政”。此次我行与抚州金控公司签署的合作框
架协议，将共同致力于抚州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旅游、新能源、绿色建材等
多个综合性金融服务方面的战略合作。

我行五月一日零时顺利
开具首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6年4月30日晚11时，为迎接5月

1日“四大行业营改增首日活动”，九江市
国税局总经济师屠新民、直属分局局长熊
德金一行十余人莅临我行指导营改增工
作，我行副行长童发平陪同并介绍了目前
我行营改增工作进展情况。5月1日零时
我行开具首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作为九江市金融业营改增试点单位，
我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出标志着我行
顺利实现了营改增初期目标，对于九江市
顺利完成金融业营改增工作意义重大。
我行将继续加大业务梳理力度，完善增值
税管理系统功能，为顺利完成我行营改增
后首次增值税申报工作而努力。

4月16日，彭泽九银村镇银行助力彭泽家居联盟在彭
泽县星河影城举办了以“家装中国梦”为主题的大型家居
展销会。

4月22日，萍乡分行举办“球王争霸赛”桌球比赛，全
行员工共计3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4月24日，抚州分行为分行客户经理举办每月一课专
题培训班，旨在提升分行客户经理履岗能力，建立一支专
业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客户经理队伍。

4月20日修水九银村镇银行发放第一笔“移民乐”小
额贷款，打响修水县金融精准扶贫第一枪。

4月21日，联想2016年江西分区大客户经销商新财
年启动大会在南昌举行。我行南昌分行作为特邀单位参
加了此次大会，并向在场的近200名经销商代表介绍了我
行产品。会上，南昌分行作为除联想集团外唯一上台发
言的金融机构，详细介绍了我行个人创业贷款等产品。
针对经销商政府采购项目多的特点，分行重点推介了以
政府采购中标企业为目标客户的产品——政采快贷，并
同参会企业进行了交流与互动。

5月1日零时整，伴随着阵阵的打印机工作声，在彭泽
县国税局的指导下，彭泽九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功开出全县首份金融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5月4日是国际五四青年节，在九江银行萍乡分行的
二楼会议室里，我行青年员工与老年客户代表汇聚一堂，
共话五四。

5月4日，贵溪九银村镇银行积极响应共青团贵溪市
委的号召，参加并协办贵溪市“阳光运动·快乐青年”青年
趣味运动会。

5月4日，南昌分行组织了一场别具意义的青年节活
动。当天下午，分行副行长徐红带领南昌分行15名青年
志愿者前往南昌市培智学校，开启一次爱心之旅。

5月5日，资溪九银村镇银行携手资溪县门球协会共
同举办了“资溪九银村镇银行杯”红五月门球比赛。

5月7日，彭泽九银村镇银行开展以“普及村镇银行知
识 宣传我行产品及形象”为主题的宣传月活动。

5月6日下午，贵溪市第一届6.18五金建材家俱展贸
会新闻发布会暨贵溪市五金建材行业协会揭牌仪式在贵
溪市贵丰建材广场隆重举行，贵溪九银村镇银行董事长、
行长蔡剑洪同志受邀参与，并与贵溪市五金建材行业协
会负责人共同宣布构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月7日，新余分行组织员工赴仙女湖开展户外拓展
暨二季度家园活动。

5月7日，赣州分行黄屋坪路社区支行举行“最美的花
献给最爱的您”母亲节主题插花活动,共有26位女性市民
参加了活动。

5月7日，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开展了“九银与您有
个约会——‘踏春念坛?健步林间’”长走活动。

5月8日晚，由九江银行赣州分行员工自编自导自演
的“战鼓长鸣?凝心聚力—九江银行赣州分行两周年行庆
晚会”在赣州市蓝璞酒店三楼隆重上演。赣州分行约130
余人观看了此次晚会，共同庆祝九江银行赣州分行成立
两周年。

5月8日，吉安分行在青原山庄举办“红五月?放飞梦
想?幸福人生”未婚青年联系交友活动。

5月8日，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组织了一场“爱—
不等待”母亲节宣传活动，倡导大家向博大的母亲表达
热爱、感恩之情，同时向新老客户送去大兴九银的祝福
与感激。

5月8日，上饶分行及所辖支行开展“温馨五月花?感
恩母亲节”主题活动，将九银之爱带给每一位市民。

5月8日，宜春分行名爵豪苑社区支行内开展了一场
以“献给母亲一份爱”为主题的社区活动。

5月8日上午，第二届“九江银行杯”环峰山自行车邀
请赛在九江银行赣州分行开幕，来自章贡区、南康区、上
犹县、崇义县、大余县、信丰县、于都县等七个县（区）17支
车队175名自行车爱好者冒雨参赛。

5月9日晚8点，九江银行赣县支行在支行二楼会议
室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5月10日，日照九银村镇银行反洗钱领导小组会议顺
利召开。

5月11日上午?11时18分，宜春分行新办公大楼完美
封顶，分行行长王刚、副行长舒勇胜、涂清泉以及全体在
宜中高级管理层与工地建设单位人员一起出席了封顶仪
式。

5月12日上午，瑞昌九银村镇银行联合瑞昌市纪委一
起来到瑞昌市洪一镇长坑村进行走访慰问，向该村弱势
贫困群众送上了粮油等生活物资，鼓励他们树立战胜
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并与当地农户签署了扶贫贷款申
请书。

5月13日，萍乡市第五届弘济慈善素食文化节在秋收
起义广场举行，并在萍乡分行设立素食用餐点。

5月14日，上饶分行在师院体育馆举行男女3+2趣味
篮球赛。

5月14日—15日，抚州分行举办的2016年男子篮球
对抗赛。

5月15日，中山银监分局团委与中山小榄村镇银行团
委联合举办以“深入营地，挑战自我”为主题的“五四”青
年团日联谊活动。

5月16日上午，九江银行鹰潭分行副行长奚日晨及员
工一同前往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慰问听障儿
童。

5月20日，中山小榄村镇银行与小榄镇创益菊城携手
开展的“菊卡储情·刷出爱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5月20日，一年一度的网络情人节5·20热浪来袭，宜
春分行袁州支行携手宜春多家企业举办客户闭馆答谢
会，共庆步步高商场开业 4 周年，掀起一阵 5·20 奥莱风
暴。

5月21日上午，吉安分行永丰支行携手深圳市国道贵
金属文化有限公司举办以“5.21我爱你，为爱放价”为主题
的贵金属巡回展活动。

5月21日上午，抚州分行积极参与由抚州金融团工
委、抚州市银行业协会主办的抚州市金融机构单身青年
联谊交友活动。

5月 22 日上午，抚州分行东乡支行与东乡县委宣
传部、县文化局、县体育局携手，倾情赞助东乡县首届广
场舞大赛，来自县乡镇场、社区的52 支代表队的 1000 多
名广场舞爱好者在东乡县高铁站广场参加了此次活
动。

5月24日上午，瑞昌九银村镇银行董事长陈思带领员
工与瑞昌市蓝天爱心协会专程前往瑞昌市高丰中学开展
慈善捐助爱心活动。

5月24日，南昌分行“九江银行 贷您成功”主题营销
活动大赛在分行三楼功能厅举行，来自支行、社区的15支
团队逐一上台展示营销新思路。

5月26日下午，宜春分行组织全体中高层干部进行了

一次意义非凡的考试，考试以《九江银行企业文化》、《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九江银行员工行为禁止性规定》、《九江银行宜春分行领
导干部挂点工作制度》、《九江银行宜春分行重大事项报
告制度》等为主要内容。

5月27日上午，萍乡分行积极响应萍乡银监分局关于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大型集中宣传日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违法犯罪活动的号召，在绿茵广场开展了“打击非法集
资 共创和谐社会”的主题宣传活动。

5月27日，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支行进驻中惠国际金
融中心签约仪式完美落幕，自贸区支行相关负责人出席
了签约仪式。

5月28日上午，由抚州市银监局、市银行业协会组织
开展“2016年度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暨普及金融
知识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在抚州马家山广场举行。分
行副行长邱乐带领分行宣传服务队参加了此次活动。

5月28日，上饶分行在步行街开展防范非法集资、打
击电信网络犯罪专项宣传活动。

5月28日，吉安分行在市人民广场参加打击非法集资
宣传活动。

5月28日，宜春分行积极参与由宜春市银监分局主
办、市银行业协会和各银行业机构承办的“2016年度打击
非法集资和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暨普及金融知识万里
行”活动。

5月28日上午，新余分行积极响应新余银监分局关于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大型宣
传活动的号召，在新余抱石公园广场开展了专项宣传活
动。

5月28日，省政府金融办、江西银监局、江西省银行业
协会联合组织南昌地区银行业机构在八一广场举办“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防范非法集资暨普及金融知
识万里行”大型集中宣传日活动，南昌分行副行长徐红带
队参加。

5月28日，景德镇分行积极参与由景德镇银监分局、
景德镇银行业协会主办，景德镇市辖内各银行机构协办
的“打击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暨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
动。

5月28日，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开展了以“普及金
融知识 保护客户资金安全”为主题的金融知识万里行活
动。

5月28日，赣州分行参加了由赣州银监分局、赣州市
金融工作局、赣州市银行业协会联合举办的赣州银行业
2016年度打击非法集资和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暨普及
金融知识万里行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赣州银监分局局
长彭华峰，副调研员刘红梅，赣州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何
志玲参加了此次活动。

5月28日，合肥分行牵手本土乳制品龙头企业——安
徽新希望白帝乳业有限公司成功发售“合肥记忆酸牛奶-
九江银行合肥分行成立6周年纪念版”。

6月2日—3日抚州分行组织计财部员工、支行会计
主管、社区支行行长、各条线负责人在分行6楼会议室参
加脱产培训。

6月5日，由九江银行鹰潭分行冠名的鹰潭市第十二
届高考爱心车队启动仪式在鹰潭分行前广场举行。鹰潭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贺喜灿、市教育局局长王碧龙等领导
参加启动仪式，高考爱心车队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贺喜
灿宣布正式启动。

6月5日，由宜春分行樟树支行承办的“智慧社区万里
行”活动，在樟树市五洲花园小区成功打响头炮。

6月6日，彭泽九银村镇银行携手彭泽县志愿者协会
开展“201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活动启动仪式在
彭泽县交警大队举行，中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
任艾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教导员周建锋等领导参加启
动仪式并讲话。

6月6日晚，井冈山九银村镇银行助力李阳疯狂英语
“如何把孩子培养成英语天才和演讲高手”专题演讲。

6月7日，鹰潭分行受邀参加鹰潭市政府主办的“繁荣
信江新区招商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鹰潭市政府市长熊
茂平出席会议并致辞。会上，主办方将九江银行作为重
点招商金融机构向在场的150余家企业进行了推介，并播
放了鹰潭分行的宣传片。

6月7日上午，彭泽九银村镇银行积极响应彭泽县银
监办关于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金融知识万里行”大
型宣传活动的号召，在彭泽县中心广场开展了专项宣传
活动。

6月7日至8日，在全国高考如火如荼的紧张时刻，赣
州分行在赣州一中、赣州四中、赣州三中本部、赣州三中
南区、赣州中学、于都中学、赣县中学、信丰中学等高考考
点外建立“九银爱心驿站”，为考生、陪考家长以及考务工
作人员提供免费的饮用水，消除炎炎夏日的热浪，送去一
份及时的清凉与关爱。

6月7日、8日，为了给考生和家长送去清凉和祝福，
上饶分行在上饶中学、广丰中学、余干中学专门设立了公
益服务点，给莘莘学子和等待的家长免费提供纯净水，为
高考“加油”。

6月7日、8日，合肥分行所辖网点分别设立了合肥二
中、八中、庐江一中、庐江五中四个爱心服务站，开展助力
高考活动。分行员工为考生鼓舞打气的同时，也为家长
们带去了矿泉水、扇子等解暑降温用品，陪家长们一起度
过难熬的两天。

6月7日，南昌分行召开了社区支行阶段性总结大会，
分行高管、各支行行长、零售行长助理、社区支行全体员
工参加会议。

6月8日上午，由井冈山银监办、人民银行及全市银行
业、保险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井冈山市金融系统集中宣
传日活动在我行厦坪支行隆重举行。

6月13日，合肥分行联合合肥市高河梗社居委开展了
慰问老党员活动。

6月13日抚州分行组织分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及部
分机关员工在分行六楼会议室共同观看了《咬定青山不
放松——习近平总书记理想信念的八个关键词》学习专
题片。

6月13日晚，景德镇分行举办了第一届“平凡岗位成
就你我”为主题的情景剧竞赛活动。分行领导班子成员、
人行领导、瓷都晚报媒体和分行所有员工参加。

6月14日，吉安分行组织员工在吉安市人民广场开展
征信集中宣传活动。

6月14日，萍乡分行组织开展“加强征信宣传教育，提
升国民信用水平”主题宣传活动。

6月14日上午，抚州分行开展“2016年信用关爱日”
为主题的征信知识专题宣传活动。

6月14日上午，由人民银行鹰潭中支主办，九江银行
鹰潭分行承办的“6.14信用关爱日”征信宣传主题活动在
鹰潭分行广场举行，全市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

分 支 机 构 活 动 简 讯

综 合 新 闻版

 







































































浓情端午，粽竹飘香。在端午节到来
之际，为答谢客户长期以来的支持，做好
客户增值服务，6月4日至6月8日，鹰潭分
行、抚州分行、赣州分行、北京大兴九银村
镇银行等分支机构纷纷开展端午节包粽
子比赛。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我行
员工早早的准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原
料，逐一放置台前。客户们使尽浑身解数，

展现出娴熟的包粽手法，选叶、折桶、装米、
扎紧、压角、捆绑，一气呵成，流程清晰。不
一会儿，一串串棱角分明、绿油饱满的粽子
出现了。活动中，我行员工不时与客户讨
论技艺、手法，为客户拍照留念。活动充斥
着欢声笑语，气氛其乐融融。

通过开展此类活动，拉近我行与居民
的距离，实现服务下沉，使得我行成为名
副其实的“老百姓的银行”。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各
分支机构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的
祝福。

赣州分行举行第二届麦鲁
小市长全城竞选活动，历时二
个月，近2000名儿童报名参加；
鹰潭分行携手鹰潭一小举行了

“鹰潭市第一小学学生艺术节
暨迎六一联欢会”；合肥分行携
手屯溪路小学成立了“英才少
年银行”，开展小学金融与理财
教育；广州建设路社区支行举
行了“美好童年九银记”亲子摄
影活动，客户在网点办理相关
业务即可享受免费拍摄写真福
利；广州金融街社区支行举办
了“童心糖趣”主题活动，来往

客户可免费体验棉花糖DIY；宜
春阳光新城社区支行组织开展

“与你童乐”儿童节主题活动；
南京六合九银村镇银行参加了
区政府举办的“向上向善好少
年 童心童梦同成长”为主题的

“六一”大游园活动；中山小榄
村镇银行推出“榄银存情，助学
童行”的系列公益活动；新余分
行、上饶分行、北京大兴九银村
镇银行则前往当地小学、儿童
村，为小朋友们送去了学习用
品和节日的慰问。

关 爱 青 少 年 ，九 银 在 行
动。我行将始终秉持“尊重、关
爱、分享”的企业文化，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投入社会公益，传
递更多正能量。

我行各分支机构开展“六一”节活动

“粽”情端午 齐聚九银
——各分支机构纷纷开展端午节包粽子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