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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景德镇分行梨树园社
区支行盛大开业。

8月29日，抚州分行南城支行盛
大开业。

8月30日，抚州分行瑶坪南路社
区支行、文昌桥社区支行盛大开业。

8月31日，抚州分行宜黄支行盛
大开业。

9月8日，赣州分行宁都支行盛大
开业。

9月12日，宜春分行剑邑支行盛
大开业。

9月19日，萍乡分行城南社区支
行盛大开业。

9月26日，抚州分行资溪支行盛
大开业。

 




















































捷报频传
截止 8 月 17 日，我行资产总额首次

突破 2000 亿元，达到 2001.27 亿元，经营
规模迈上新台阶。

9月5日，我行获得万事达卡国际组
织的会员资质批复，正式成为江西省
首家加入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区域性
银行。

9 月 9 日至 10 日，在“第三届全国村
镇银行综合业务发展情况暨全国百强村
镇银行”评选活动中，中山小榄村镇银
行、修水九银村镇银行分别荣获“全国百
强村镇银行”、“全国服务三农与小微企
业优秀村镇银行”荣誉称号。

9月26日，中共九江市第十一次代
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大会选举
产生了62名中共九江市第十一届市委
委员、12名候补委员，35名中共九江市
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
席省第十四届党代会代表。九江银
行董事长刘羡庭当选中共九江市第十
一届委员会委员，是金融界唯一当选的
代表。

9月29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发布《关于意向承销类会员（银行类）
市场评价结果的公告》，我行等15家银行
类会员可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承销业务，正式成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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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九月，巍巍井冈。9月21日上
午，井冈山市政府与九江银行政银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在井冈山市隆重举行，双
方本着互利、守信的原则，以共同发展
和长期合作为目标，建立长期战略合作
关系。井冈山管理局局长、市委书记刘
洪，井冈山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
记、代市长焦学军，井冈山市人大主
任姚九华，井冈山市政协主席张伟，
井冈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副市长周光武；我行董事长刘羡庭，行
长潘明，吉安分行副行长刘永全，井冈
山九银村镇银行行长郭春华等参加签
约仪式。

井冈山管理局局长、市委书记刘洪
在签约仪式上发表致辞，他指出，九江
银行成立以来，发挥自身特色与优势，
业务蓬勃发展，规模不断壮大，是最具
发展活力和潜力的现代城市商业银行，
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九
江银行与井冈山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正当其时、恰逢所需。此次战略
合作协议的签订，也必将是井冈山政银
双方合作史上的新里程碑，必将为地方
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提供更强有力的
保障。

刘羡庭董事长对井冈山市委、市政
府多年来对九江银行的关心支持表示
感谢，并强调，九江银行十分珍惜与井
冈山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建立的良好合
作关系，真诚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
战略合作。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旨在
构建更加紧密、更加全面、更加深厚的
政银战略合作关系，推动双方实现优势
互补，互惠互利，联合发展。

签约仪式上，井冈山市委副书记、
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焦学军与我行
潘明行长代表双方签订《政银战略合作
协议》，这标志着双方将携手开启全面
合作新征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根据合作协议，九江银行将
充分利用自身的服务资源和产品优势，
为井冈山市提供 30 亿元信贷资金，积
极支持地方旅游产业、新兴产业和重大
建设项目等，井冈山市政府也将为九江
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良
好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双赢
的共同目标。

参加签约仪式的还有井冈山市财
政局、城投公司、发改委、农业局、工信
委、工业园管委会、农业科技园管委会、
商务局、旅游发展总公司、旅游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井冈
山九银村镇银行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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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上午，江西
银监局局长李虎、九江银监
分局局长赵斌国、江西银监
局办公室副主任聂桂平一
行莅临我行调研指导工作，
行领导刘羡庭、潘明、罗新
华、蔡丽平、童发平、王琨、
肖文发、齐永文、肖璟、陈庐
平陪同调研。

调研中，李虎局长一行
参观了我行行史馆，详细了
解了九江银行的发展历程，
充分肯定了我行十六年来
的发展变化。刘羡庭董事
长对李虎局长一行的关心
与指导表示感谢。

在省、市银监局有力监
管下，我行将继续“苦干实
干早干会干”，持续发挥网
点优势，以九江和江西市场
为基础形成本地区优势，以
长江、京九线、泛珠区、中部
区为主干线积极稳妥地推
进跨区域经营，致力于打造
一家特色鲜明、资本充足、
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
卓越、效益良好的国际化一
流商业银行。

9月1日晚，全行“两清”专题工作会议在总行
四楼一号会议室召开。在浔行领导，总行直属市
区支行（部）、村镇银行管理总部主要负责人，总行
授信审批部、风险管理部全体人员出席现场会议；
各分行、村镇银行行长、独立授信审批官(资产保
全中心等相关人员）,总行直属县域支行主要负责
人参加视频会议。会议由刘羡庭董事长主持。

刘羡庭董事长指出，“两清”是要清不良授信、
清应收未收利息，党委会对“两清”工作高度重视，
进行了专门研究部署，各部门要共同拟定方案，坚
决贯彻落实党委会精神。他分析了全行经营状况
和利润增长形势，再一次回顾了我行发展历程，深

刻地指出“银行最大的成本是不良资产”，抓好“两
清”工作是具有根本地位的政治问题。他还通报
了 2012 年 6 月 15 日后各机构新增不良贷款的情
况，着重分析和点评了分支机构的风险管控情
况。最后，他要求，全行一定要树立“政治意识、核
心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全力以赴完成“两
清”任务。

潘明行长通报了当前不良形势和“两清”工作
完成情况，指出“两清”工作存在着清收成效差、分
支机构重视程度不够、清收水平不足等问题，要求
全行从四个方面着力提升两清工作水平：一是要
切实深化思想认识，坚决贯彻总行决策部署，二是

要严控新增不良的发生，从源头上阻断资产质量
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三是要加强管理，明确目标，
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落实体系，四是
要改进方式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清收手段，尽早实
现处置成效。他强调，全行要将“两清”工作作为
生死攸关的大事来抓，要认清现实，抛弃幻想，踏
踏实实地处置好每一笔不良贷款，以强大的清收
能力构建我行在当前经营环境下的一项核心竞争
力，以艰苦卓绝的奋斗培养“向不良资产要利润”
的豪迈气概！

9 月 19 日至 9 月 22 日,
我行 2016 县域支行行长能
力提升培训班“房地产贷款
业务风险防范”主题培训活
动在井冈山举行,此次培训
旨在提升县域支行行长防
范房地产贷款业务风险能
力,持续提升县域支行行长
尽职履职水平。

碧桂园集团投资策划
中心投资总经理伍洪潮及
张中亚博士莅临本次培训，
以数据为依托讲授国内房
地产市场形势及发展趋势，
指明城镇化进程催生新增
刚性需求，房地产行业仍旧
大有可为。刘羡庭董事长
就“中国城镇化--县(市)就
地城镇化及房地产发展”的
主题，通过对人类历史三大
时期的比较以及近500年城
市人口涨幅的分析，阐述了
作为未来世界经济两大引擎之一的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影响，
据此指导我行县（市）房地产信贷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潘明行长从“城商行

转型与产品创新”的角度，表示在
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需加快我
行的转型发展，加强资产端管理，
深耕以个人业务为主的零售业务，
优化全行组织架构，做到以客户为
中心，深化“金融市场、对公、零售、
小微”四大条线；同时，希望支行行
长能够将“内观、内修、内敛、有猷、
有为、有守”内化于心，提升自我。
童发平副行长从房地产实际案例
出发，以三个怎么样即“老板怎么
样？项目怎么样？贷后怎么样？”
为主线，全面梳理如何准确、有效
的把握发放房地产贷款的尺度。
王琨副行长以“房地产评估”为核
心，重点讲述如何评估房地产项目
价值，为做出最优选择提供依据。
授信审批部副总经理刘飞从实操
角度详解“房地产企业授信的新调
查模板及配套技术指引”。相信本
次主题培训活动能够给予参训人
员新的启迪，找准定位，深耕客户，

继续做大做强县域支行，为我行早日建设成为“国际化的一流商业银行”而持续
奋斗。

我行2016县域支行行长能力提升培训班“房地产贷款业务风险防范”主题培训顺利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