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合一匡，聚贤阖赢。9月23日，由金融市场管理总部

举办的九江银行第二届同业交流会在庐山顺利召开，中国进

出口银行、光大银行、浙商银行、宁波银行、厦门银行等45家

金融机构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潘明行长致欢迎辞，感谢同业机构对九江银行金

融市场业务的大力支持，并希望以本次同业交流会为契机，

继续深化与各位同业的业务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金融市场

管理总部副总经理聂峰对我行金融市场业务的开展情况和

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介绍。

南方基金固收和宏观分析专家刘莹、天风兰馨总经理

兼天风证券资产证券化业务负责人黄长清在会上分别围绕

“宏观经济及固定收益策略展望”和“资产证券化市场创新

模式”两个主题进行了专家授课。会议茶歇时，与会人员对

金融市场业务的创新和未来合作发展模式进行了切磋探

讨。

九江银行同业交流会自去年成功在井冈山举办以来，已

经连续举办了两届，同业交流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我部与

同业机构的互动合作，为我行未来金融市场业务的全面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历届同业交流会已经成为金融市场管理

总部业务推介的有效渠道和对外沟通交流的良好平台。

九江银行第二届同业
交流会在庐山顺利召开

我行“码上收”微信扫码
支付产品成功上线

8 月 31 日,我行微信扫码支付“九

江银行 码上收”产品正式上线，并于

当日成功拓展第一个商户。“码上收”

产品的推出，利于商户提高收款效率、

享受超低费率，让客户省时省力、轻松

消费。

“码上收”产品将分为三步逐渐完

善：第一步为现有“码上收”微信扫码产

品的推出，各分支机构可对已有商户进

行产品推广，我行将提供免费开通服

务；第二步将实现非我行商户的拓展，

进一步扩大我行收单业务范围，抢占市

场，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第三步将增加

“码上收”支付宝支付、“码上收”百度钱

包支付、“码上收”京东钱包支付、“码上

收”Q 钱包支付等产品，进一步适应市

场需求。

“码上收”产品属于我行全支付

收单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经过半年

的系统搭建，“码上收”微信扫码支付

产品的推出，宣告我行全支付收单管

理系统试上线正式启动，依靠该系

统，我行将不断实现收单业务的创

新。

8月19日，共青团萍乡市委发起的2016年“为了孩

子的明天”爱心助学活动走进莲花县，为帮助贫困大学

生，萍乡分行作为市级“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的代表

参与了此次实地走访活动。

8月24日，抚州分行员工们身穿行服来到市中心血

站献血车内，进行无偿捐献，活动仅一个小时，就捐献

了2900毫升血液。作为抚州市爱心企业，抚州分行已

多次组织员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这一善举的不断传

承正是我行弘扬慈善公益精神、以实际行动履行社会

责任的体现。

8月24日，瑞昌市委副书记陈琪莅临瑞昌九银村镇

银行视察工作，瑞昌九银村镇银行董事长兼行长陈思

陪同。

8月26日，江西省银监局城商处王跃广副处长一行

三人莅临萍乡分行开展调研活动，萍乡银监分局卓君

局长陪同调研。

8月26日晚，畅销书《千古悲催帝王候——海昏侯

刘贺的前世今生》作者、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黎隆武应邀

来到南昌分行，为我行客户及员工做了一场题为《海昏

侯的财富之谜》精彩讲座。总行行长潘明、副行长肖文

发、小企业信贷中心总监陈庐平出席讲座。讲座由肖

文发副行长主持。

9月3日，广州分行与中山小榄村镇银行在广东奥

林匹克中心球场举行了以“快意奔跑，足够精彩”为主

题的足球友谊赛。

9月6日，九江市副市长才宏远、金融办主任余峰等

一行，莅临广州分行参观指导。

9月7日下午，赣州分行召开第二届“雏鹰计划”总

结大会暨第三届雏鹰计划座谈会。

9月7日，新余分行携手深圳市国道贵金属文化有

限公司和深圳国银通宝有限公司举办以“情满中秋·礼

惠全城”为主题的贵金属展销会。

9月8日，宜春阳光新城社区支行怀着感恩的心举

办“感恩教师节，幸福DIY”主题活动，诚邀学生们一起

动手制作教师节礼品，把满满的爱和谢意亲手传递出

去。

9月9日，赣州分行参加了由赣州市药品食品监督

管理局主办的兴国县埠头乡渣江小学篮球场启动仪

式。该篮球场为九江银行赣州分行慈善捐助建设而

成。赣州市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吴小羽，

副局长钟志鸿，九江银行赣州分行行长助理张媛媛出

席了此次活动。

9月10日，“2016九江银行杯最美教师”颁奖盛典在

上饶市会议中心举行，市委书记马承祖，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颜赣辉出席颁奖盛典并为“2016九江银行杯最

美教师”颁奖。

9月10日上午，上饶分行成功举办了中秋贵宾答谢

会暨黄金珠宝鉴赏会。

9月10日，伴着一路撒欢的秋雨，抚州分行员工汇

聚于“千古第一村”——乐安流坑古镇举办三季度家园

文化，感受我国古典民居建筑中的明珠。

9月11日，宜春分行奉新支行与江南都市报携手举

办了小记者“小小银行家”体验活动。活动通过“参观

营业厅”、“银行柜台体验”、“反假币小知识”、“手工点

钞大赛”四个项目生动的向小记者们展示了银行人的

工作。奉新电视台对此项活动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9月15日，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举办了“明月寄

相思 九银送真情”中秋节优质客户回馈赠礼活动。

9月15日，九江银行梨树园社区支行举办了“九银

月 梨园情”中秋亲子活动。

9月23日，九江银行赣州分行积极响应赣州市委市

政府开展的201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号召，从上至下

掀起了爱心捐赠的热潮。分行109名员工纷纷捐款，默

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份爱，共筹得善款 7300元，及时

上交赣州市慈善协会。

9月24日，“奋进九银 同心同行同成长”九江银行

宜春分行六周年行庆晚会隆重举行，宜春分行全体员

工及家属、曾经与我们并肩作战、共同奋斗的老同事们

一同出席了晚会。

9月24日，彭泽九银村镇银行再次助力彭泽家居联

盟开展秋季大型家居展销会。

9月25日，由景德镇昌江九银村镇银行（筹）、景德

镇公益马拉松协会、市登山协会、蓝天救援队、一点公

益等共同举办的公益登山活动在景德镇昌江区冷水尖

景区展开。

9月27日，南昌分行“决战2016”誓师大会在分行多

功能厅举行。南昌分行12家支行、20家社区支行团队

一一上台展示团队风采，为最后的决战冲刺。

为进一步提高全行声誉风险防范意识及信息引导

人员的理论素养和操作能力，有效应对和处置各类声

誉事件。9月27日，吉安分行综合管理部联合计划财务

暨运营管理部举办声誉风险管理及前台业务声誉风险

管理培训。

9月28日，奉新九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

会于奉新县政府五楼会议室盛大召开，大会由奉新九

银村镇银行筹建小组组长李世春主持，奉新县副县长

陈建平、县人民银行行长舒宁、县银监监管办主任沈铁

军、全体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会议。

10月9日重阳节，景德镇分行梨树园社区支行联手

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活

动邀请辖内老客户朋友们，在社区支行网点内欢聚一

堂，其乐融融，度过了一个热烈别样的重阳佳节。

10月9日，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参与了由兴丰街

道富强东里社区牵头策划的2016年三社联动烛光计划

系列活动之庆重阳活动。

10月12日上午，由鹰潭银监分局主办，九江银行鹰

潭分行承办的鹰潭市银行业支持“双创”暨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宣传周活动在鹰潭胜华国际博览城顺利举行。

鹰潭市政府副秘书长汪荣中、鹰潭银监分局局长谢晓

出席活动并致辞，全市12家银行行长及小微企业的代

表同时出席。

10月14日，靖安九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大会于靖安九银村镇银行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顺利召

开，大会由靖安九银村镇银行筹建工作小组组长岚燕

主持，靖安县副县长陈志尧、县金融办郑华、县人民银

行彭益生、县银监监管办主任涂主任、全体股东及股东

代表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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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由九江市地税局主办的第三届

“财税银杯”体育运动会羽毛球联谊赛在市体

育中心羽毛球馆落下帷幕。九江银行代表队

从 16 支 参 赛 队 伍 中 脱 颖 而 出 荣 获 团 体 赛 冠

军。

本次比赛为期3天，比赛设团体赛、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 3 个

项目。在 9 月

28 日上午的团

体 决 赛 中 ，我

行全体参赛队

员都保持了最

佳 状 态 ，发 挥

了 最 好 水 平 ，

充分展示了九

江银行奋勇争

先 ，拼 搏 向 上

的 精 神 风 貌 ，

最终以3—0 的

比分战胜东道

主九江市地税

局 代 表 队 ，荣

获冠军。

我行蝉联九江市第三届
“财税银杯”联谊赛冠军

为弘扬“尊重、关爱、分享”的家园文化，8月24

日上午，董事长刘羡庭为优秀员工子女颁发高考

奖学金并合影留念。刘董事长嘱咐即将步入大学

校门的学子们在成长道路上要肯吃苦，更要肯吃

亏，有时候吃亏比吃苦更重要。九江银行2016年

员工子女高考奖学金获

得者为：行领导齐永文的

儿子齐霁，考录中山大

学；总行营业部郝建红的

儿子杨逸君，考录西交利

物浦大学；南京六合九银

村镇银行虞佳的儿子谭

正，考录江西农业大学。

自 2009 年以来，我

行已连续八年累计为 27

名优秀员工子女颁发高

考奖学金。对高考成功

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的员工子女发放奖学金

每人人民币 20000 元；对

高 考 成 功 考 取“985 工

程”、“211工程”大学的员

工子女发放奖学金每人人民币10000元；对高考成

功考取第一批一本院校的员工子女发放奖学金每

人人民币8000元；对高考成功考取本科院校，且达

到第一批一本录取分数线的员工子女发放奖学金

每人人民币5000元。

我行为2016年优秀员工子女颁发高考奖学金

8 月 22 日上午，由广州市南沙区青年联合会

举办的港澳青年学生实习就业基地（首批）授牌仪

式在广州南沙新区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举

行。九江银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支行作为首批

实习就业基地之一，接受了南沙区委颁发的“港澳

青年学生实习基地”牌匾，并作为良好合作的实习

基地代表进行发言。

港澳青年学生实习就业基地是广州市南沙区

践行“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

区的一项新举措。经自贸区支行与南沙区团区委

前期良好沟通，南沙区团区委决定在自贸区支行

设立港澳青年学生实习就业基地，并颁发港澳青

年学生实习就业基地牌匾。

本次港澳青年实习就业基地项目，进一步

密切了自贸区支行与南沙区团区委、广州市青

年联合会、广州市港澳办等政府部门以及暨南

大学的关系。自贸区支行将努力打造成为九

江银行对外形象窗口，在南沙区推进与港澳合

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提升我行品牌形

象。

九江银行自贸区支行成为首批“港澳青年学生实习就业基地”

9月9日上午，我行与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江西省工业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在南昌隆重举行。省工信委副主任江明成、省工业投资公司

总经理何新跃、我行行长潘明、副行长王琨等参加了此次签

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江明成主任强调非常珍惜此次同我行的合

作机会，指出“产融是一家”，工业产业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

银行的支持和帮助。

潘明行长表示，期待通过此次“产融结合”的方式，不断

创新特色金融产品，以为客户服务为己任，为其提供优质、高

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三方资源共享、携手共赢、共同发展。

省工投总经理何新跃就此次战略合作提出了三个优先

突破点：围绕工业产业并购基金、新兴产业集聚区发展基金

和南昌市光谷产业园区发展基金，三方秉承高效、务实的态

度，在省产业园区建设、省重点行业建设、省重大项目建设

等方面开展多方位的金融合作。

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是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企

业，主要负责政府各类资金的营运管理；江西省工业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公司是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产业引导基

金。此次的三方合作不仅有利于巩固我行同江西省政府的

良好关系，拓展金融产品渠道，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我行地缘

优势和简约快捷为代表的管理优势，以地方实地经济为依

托，为广大老百姓服务，为民生经济服务，为社会发展服

务。

我行与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江西省工业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9月21日上午，我行与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的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九江隆重举

行。中国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副总

经理张侃俊、中国人保财险九江市分公

司总经理刘共智、我行零售银行总监齐

永文、首席信息官肖璟等参加了此次签

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张侃俊总经理表示本

次中国人保财险与九江银行在银保业

务方面进行的全面战略合作，对双方的

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都具有深远的意

义。

零售银行总监齐永文表示，在金融

市场一体化愈发深化的今天，同业交流

与合作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希望双方以

此次合作为契机，本着互信、互惠、互

补、互利的原则，加深合作、加强沟通、

携手共赢。

中国人保财险作为国内保险业的

领军企业，是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国

内地大型国有金融企业。此次双方开

展战略合作，切入点为汽车消费贷款合

作，九江银行与中国人保财险作为汽车

金融产业链上的参与方，对中国汽车金

融市场的发展前景具有高度共识。未

来十年汽车金融渗透率将大幅提升、二

手车及存量车市场亟待开发，双方开展

战略合作，不仅可以优势互补、探寻新

型商业模式，也有利于我行加深银保业

务合作，顺应后汽车时代汽车消费金融

需求，抢占市场先机，引领汽车金融市

场发展潮流。

我行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签署全面合作战略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