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6日，由我行和江西财经大学共同发
起的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在南昌正
式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蒋金法、金融学
院院长汪洋，我行行长潘明、副行长王琨，省内
外银行部分同业及省内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出席了成立仪式。

在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票据业务论坛上，我
行专家顾问、国内知名票据领域研究专家、票
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肖小和教授对全国各省
市票据业务及16家上市银行票据业务作了深
入分析，并就票据业务创新发展的方向以及票
交所推出后商业银行总分行票据业务转型发
展等发表了个人看法。票据研究院资深研究
员张毅先生对江西区域内票据市场的发展情
况做了分析和展望。票据研究院课题组研究
人员就2015年中国票据市场发展指数及江西
省票据市场发展指数研究报告进行了通报。

本次江西财经大学与九江银行合作成立

的票据研究院在国内尚属第一家，对于推动中
国票据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代表着
理论界与业界的首次深层次合作。江西财经
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将加强在票据理论与实
践、票据风险与管控、票据创新与发展等方面
的研究，并定期举办票据业务论坛，开展票据
业务征文及课题研究；定期对企业财务人员、
各银行票据从业人员进行关于票据市场基础
知识、票据风险防控、票据创新产品及票据市
场发展趋势的咨询与培训；在高校开设票据知
识课堂，加强与各院校、部门、科研单位以及金
融同业的合作。

立足江西，面向全国；立足当前，面向未
来；立足实践，面向发展。江西财经大学九银
票据研究院将积极引导票据市场规范、有序发
展，着力推进票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努力打
造成高端票据领域智库和面向全国的交流合
作平台。

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成立
双方共建票据研究前沿阵地

我行与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12月2日下午，九江银行与融创中国控
股有限公司的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湖
北省武汉市隆重举行。融创中国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孙宏斌、执行董事兼执行总裁兼
广深区域公司总裁黄书平、执行总裁兼华中
区域公司总裁王迎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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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斌董事长指出九江银
行资本雄厚、管理稳健，是一家具有经营灵
活性和自主创新空间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会给双方
带来更好、更多和更加广阔的合作机会。

潘明行长表示，融创中国是中国房地产
十强企业。九江银行一直高度重视与融创
中国的合作，将竭尽全力为融创中国提供优
质、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作为战略合作
伙伴，九江银行将发挥自身优势，期待在融
创中国未来发展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和帮助。

随后，融创中国执行董事兼执行总裁兼
广深区域公司总裁黄书平与我行副行长王

琨代表双方签订《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按照协议内容，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
司将与我行在授信融资、资金证明和贷款意
向书、按揭贷款、资金结算和现金管理、财务
顾问和投资银行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的互惠
合作。这将成为“金融”与“房地产”两大核
心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协同发展的重要实
践。

10月23日，抚州分行开展了支付结算和反假货币
宣传活动，切实提高民众防范通讯诈骗和识假辩假的能
力。

10月24日，萍乡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奕湖、市政府
副秘书长兼金融办主任余江萍一行前往萍乡分行调研。

10月22日-23日，井冈山九银村镇银行在井冈山国
际山地自行车赛道举行了山地车骑行家园文化活动。

10月24日，广州分行组织开展“产品创新”大赛。
11月5日，贵溪九银村镇银行在万年县神龙宫举行

了2016年度家园文化活动。
11 月 7 日，分宜九银村镇银行员工带着爱心与牵

挂，来到分宜县钤山镇走访慰问贫困户,给贫困户送去
大米、食用油和慰问金。

11月8日，广州分行于分行十楼多功能会议室顺利
召开了2016年第三季度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分行高中
级管理人员、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11月8日，总行副行长蔡丽平于奉新九银村镇银行
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村镇银行“两清”冲刺动员会议，
各村镇银行主要负责人、村镇银行管理总部主要负责人
及各二级部门负责人、授信风险管理部员工出席了此次
会议。

11月10日，景德镇分行举办了以“传统文化带给企
业的实效”为主题的知识讲座，特邀九江市传统文化研
究会教学总督导古逸轩老师主讲，分行管理层及全体员
工参与培训，旨在帮助全行员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推进我行企业文化建设。

11月10日，萍乡分行组织开展“三年大变样 我们
怎么干”青年主题之声演讲比赛。

11月10日，“九银追梦·感恩有您”九江银行新余分

行一周年行庆晚会在新余市融城大饭店隆重上演，新余
分行全体员工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九江银行新余分行成
立一周年。

11月12日，九江银行成立16周年暨抚州分行成立
7周年行庆晚会隆重上演。抚州分行全体员工欢聚一
堂，共同庆祝九银生日的到来。

11月12日，修水九银村镇银行员工及家属共40人
开展了户外家园活动。

11月5、6日和11月12日、13日，南京六合九银村镇
银行分两批次赴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天目湖-南山竹海
开展家园文化活动。

11月15日，宜春市副市长聂智胜、金融办主任易国
民一行莅临宜春分行指导工作。

11月15日，南京六合九银村镇银行在大厂三楼会
议室召开廉政巡查动员大会。

11月17日，“感恩·团结·希望”九江银行鹰潭分行
一周年行庆晚会隆重举行，鹰潭分行全体员工欢聚一
堂，共同庆祝九江银行鹰潭分行成立一周年。

11月17日，为庆祝九江银行成立十六周年，贵溪九
银村镇银行全体员工欢聚一堂，喜庆九银生日快乐，组
织全行活动——我心中的九银人演讲会，通过“老”、

“中”、“青”三代九银人的心路历程演讲，将心中的九银
人精神进行熔炼并分享，团结奋进，谋划美好的未来。

11月17日，广州分行吴胜芳副行长一行走访慰问
了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孩子们。他们为孩子们送去了
急需的纸尿裤等生活物资和儿童喜欢的零食、玩具等。
在课室里，志愿者与孩子们亲切交流、游戏，帮助院方人
员一起照顾孩子们，为他们送去爱的温暖。

11月18日，在九江银行十六周岁生日之际，南昌分

行洪城支行从原洪城路6号乔迁至抚生路998号，迎来
了她新的营业“生涯”。总行副行长王琨及分行中高级
管理人员共同出席了乔迁仪式。

11月19日，南昌昌东九银村镇银行在山海会素质
拓展基地开展以“携手并肩、勇往直前”为主题的家园文
化活动。

11月21日，铜鼓九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大会顺利召开，大会由铜鼓九银村镇银行筹建工作小组
组长胡兵华主持，铜鼓县副县长余伟彬、县金融办吴松、
县人民银行陈苏、全体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会议。

11月22日，井冈山九银村镇银行董事长、行长郭春
华一行来到我行挂点帮扶村井冈山市东上乡曲江村进
行走访慰问。

11月23日，分宜九银村镇银行邀请分宜县消防大
队举行了消防知识专题讲座。

11月23日上午，新余银监分局调研员李荣祖、监管
二科科长梁效东一行莅临分宜九银村镇银行调研指导
工作，分宜九银村镇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忠滨陪同调
研。

11月30号，我行与平安人寿南昌地区全面战略合
作启动会在南昌分行三楼多功能厅举行。平安人寿南
昌银保部负责人、南昌分行零售条线全体人员参加启动
仪式。

12月2日，修水九银村镇领导及员工在当地村干部
带领下，深入渣津镇水车村，扎实开展走访进行慰问困
难户活动。

12月2日，九江市金融调研组座谈会在江苏省南京
市金融办大会议室召开。九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兵，
九江市政府办公厅财务处处长兼秘书叶明广，九江市沿

江开放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丰章良、区域协作科
负责人余莉娅，南京银行财务总监，南京证券副总裁，紫
金农商行书记以及南京六合九银村镇银行董事长兼行
长钟坚伟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南京市金
融办主任刘永彪主持。

12月3日，宜春分行积极响应人行宜春中支行和总
行开展反洗钱活动的号召，在宜春市鼓楼与全市各大金
融、保险、证券机构共同开展《反洗钱法》颁布十周年主
题宣传月活动。

12月4日，首届以靖安九银村镇银行冠名，靖安县
体育局乒乓球协会主办的“靖安九银村镇银行杯”乒乓
球大赛顺利落幕。为响应靖安县全民健身的热潮，县各
直单位、各乡(镇)单位、学校、企业等干部职工踊跃参加
本次大赛，大赛于12月3日正式拉开帷幕。

12月10日，崇仁九银村镇银行在抚州源野山庄开
展以“快乐生活，激情工作”为主题的家园文化活动。

12月11日，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联合小榄中学开展
了2016年“送金融知识进校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以
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风险防范为两大宣传教育主题，通
过设点宣传和开展专题讲座等形式，加深学生对金融行
业的整体了解，引导和教育在校学生树立风险防范意
识。

12月13日，抚州分行邀请抚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监
督管理科科长万强同志为分行员工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培训讲座，分行各机构会计主管、客户经理、社区支行员
工、分行机关各部门员工以及2016年入行新员工参加
了现场培训。

12月13日，赣州分行开展安全知识培训暨安防演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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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上午，九江银行与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面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在广东省佛山市隆重举行。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
副主席杨惠妍、周鸿儒、地产板块和投资板块负责人，我行行长潘明、
广州分行行长朱德银、金融市场管理总部和企业金融管理总部负责人
等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杨惠妍副主席指出九江银行是一家具有良好的品牌
形象和竞争优势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
订，对双方的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深远的意义。

潘明行长表示，碧桂园是国内著名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企业，九
江银行一直高度重视与碧桂园的合作，此次合作对我行意义重大，我

行将始终秉持客户至上的理念，竭尽全力为碧桂园提供优质、高效、便
捷的金融服务。

随后，碧桂园董事局副主席杨惠妍与我行行长潘明代表双方签订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按照协议内容，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将与我行在房地产开发、前端融
资、住房按揭贷款、消费金融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这标志着在产融
结合、创新发展的大环境下，九江银行和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全面开
启了具有战略性的跨界合作，今后银企携手并肩，必将为双方的发展
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相信定会实现互利共赢的崭
新局面。

我行与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11月11日上午，我行与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本着自愿、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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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将携手开启全面合作
新篇章。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万国平行长、刘忠副行长、九江
市分行王晓新行长，我行刘羡庭董事长、潘明行长、王琨副行长等
领导参加签约仪式。

万国平行长与刘羡庭董事长在签约仪式上致辞，两位负责人
表示，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与九江银行是老朋友和好伙伴，双
方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万国平行长在会上表
示，九江银行多年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优，是城商行中的佼佼者，
建行与九江银行应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不断优化业务结构、防范

风险，实现优势互补，共同面对转型发展。刘羡庭董事长表示，作
为省内银行金融机构，双方都面临着巨大新机遇和新挑战，开展全
面战略合作，不仅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还将有利于双方进一步弥
补短板，充分挖掘各自潜能，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会上，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刘忠副行长与我行潘明行长
共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据了解，此次双方合作涵盖的业务范围
广泛，包括资产、负债、中间业务、信息交流等诸多方面，双方将加
强沟通、加强联系、加强往来，积极在金融市场、国际业务和票据业
务等多个领域广泛开展合作，达到共享业务资源，创造发展机会，
增强风险防范能力的目的，共同致力于推动银行改革发展与富裕
和谐秀美江西建设。

我行与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签订战略协议

为推进我行金融
股权质押贷款业务的
发展，扫除障碍，拓展
客户，打开通道，同时
有效规避监管风险，奠
定基础。11月29日，我
行与上饶银行建立了
两行法人股东企业股
权相互质押贷款战略
合作。双方相互推荐
和提供本行有融资需
求企业法人股东和相
关信息，包括目前通过
本行通道开办的本行
股东质押贷款，同时，

就股权质押贷款的质
押率、期限、金额和利
率等方面的协同性进
行了协商。并相互介
绍交流了两行金融股
权质押业务的发展情
况、做法和经验。上饶
银行分管领导曹长发
副行长、我行分管领导
肖文发副行长等相关
部门人员参加座谈和
签约仪式。我行还将
继续与省内其他法人
金融机构建立相应的
战略合作。

我行与上饶银行建立两行法人股东
企业股权相互质押贷款战略合作

十三个城市风雨无阻同步开赛，近万名
跑友踊跃参与火热开跑。10 月 22 日，第二
届“九银杯”全民竞跑赛在九江八里湖市民
公园活力开启，行领导刘羡庭、潘明、罗新
华、蔡丽平、王琨出席启动仪式。

22日上午，受强台风“海马”的影响，部
分比赛地大雨滂沱，但风雨全然不影响参赛
者的热情。9点30分在九江八里湖主赛场，
随着一声发令，1300名参赛者身着统一T恤
衫，以组队
竞 跑 的 形
式 完 成 了
全程 9.8 公
里的赛程，
热 烈 的 比
赛 氛 围 成
为 深 秋 的
九 江 一 道
抢 眼 的 风
景 线 。 此
外，在南昌
艾 溪 湖 湿
地公园、萍
乡 白 竺 乡
大丰村、吉

安庐陵文化生态园、新余抱石公园、景德镇
北湖广场、宜春袁山公园等12个分赛场，参
赛运动员们都以饱满的热情完成了比赛。

快活九银，健康全民。本届“九银杯”全
民竞跑赛旨在倡导健康生活、促进交流沟
通、传播九银文化。无论是专业级选手还是
慢跑爱好者甚至步行者皆可参赛，此外，本
届比赛在九江银行12家分行所在城市同步
举行，在同类竞跑赛中尚属首次。

风雨无阻圆满落幕 近万名跑友在13个
地市参加第二届“九银杯”全民竞跑赛

11月24日下午，我行九
江市区员工代表在总行营业
厅隆重集会，举行“2016 年
感恩一日捐”活动。全行各
分支机构也在当天举办感
恩捐款活动，其中九江地区
主 会 场 现 场 共 接 受 捐 赠
236850元。

十六年来，我们以感恩
之心承担社会责任，以优质
服务铸就品牌生命力，在为

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承担起
社会责任。近年来，我行持
续致力于各项慈善活动，从
挂点扶持贫困乡到出资兴建
浔阳区福利院“爱心楼”，从
为敬老院送去过冬物资到为
人民子弟兵送上防暑降温用
品，不断以实际慈善行动持
续回报社会。

一个重视并切实履行社
会责任的企业是对自己前

途命运负责的企业；一个懂
得感恩和回馈社会的企业
是客户心中真正认同的企
业。十六年的发展历程九
江银行收获了无数的荣誉
和骄傲，在今后的发展道路
上，我们要继续保持责任感
和使命感，不忘初心，心怀
感恩，在努力成为“国际化
一流商业银行”的道路上奋
勇前进。

我行举办2016年感恩一日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