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敏而好学，把学习当成一种习惯是我行“懂行”的基本要求。我行第十五届业务技能竞赛于10月
21日在九江学院和九江银行学校顺利举行。竞赛方式延续理论测试与技能检验相结合，全行共计610
人参赛，其中140人同时参加了柜员技能竞赛。在浔行领导刘羡庭、罗新华、肖文发巡视了考场，提出了
指导建议。

我行第十五届业务技能竞赛与九江学院合作，利用计算机作为考试媒介，考场设置与监考要求全
部参照行外职业考试方式进行，逐步实现考试流程化、标准化、专业化；为切实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
竞赛原则，考后参赛员工即可查看个人成绩，及时找不足找差距。为在本次竞赛中力争上游，各参赛机
构高度重视，精心选拔参赛人员，积极做好参赛准备，充分体现了大团结干事业的企业文化；理论竞赛
参赛员工备考充分，规范答题，表现出昂扬的斗志和良好的精神面貌；技能竞赛参赛选手相互切磋技
艺、突破自我，营造了比学赶超的竞赛氛围。

我行第十五届业务
技能竞赛圆满结束

10月20日，经过多次与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的
沟通，赣州分行首笔再贴现业务已成功落地。

10月24日，萍乡银监分局纪委书记邹文华、纪检监察室
主任杨笛、监管二科科长钟建军等一行莅临萍乡分行调研指
导。

11月3日，抚州分行邀请抚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监督管理
科科长代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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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支行行长、分行机关各
部门员工等40余人参加了现场培训。

11月7日，萍乡分行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萍乡市分行正
式签订全面合作协议，王万里行长与农发行萍乡市分行龙汝
副行长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高管层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共同出席了此次签约仪式。

11月7日，由鹰潭电视台新闻编辑部王小明主任带队，对
贵溪九银村镇银行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进行专题采访。贵溪九
银村镇银行是鹰潭市唯一一家针对精准扶贫工作受邀电视台
采访的金融机构。

11月8日下午，抚州分行组织党委班子召开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专题会议，抚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许操主持会
议，并就如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与党委班子
进行讨论部署。

11月9日晚，“凝心聚力·携手同行”九江银行新余分行两
周年行庆晚会顺利举行，新余分行全体员工及家属一同出席
了晚会。

11月9日，鹰潭银监分局局长谢晓、副局长杨四铭一行莅
临贵溪九银村镇银行进行调研指导。

11月10日，新余分行组织员工前往新余市委党校反腐倡
廉基地参观学习。

11月11日，2017年铜鼓县金融系统第四届职工趣味运动
会在铜鼓皇庭球馆隆重举行。铜鼓九银村镇银行、九江银行
铜鼓支行由10名员工组成联合代表队代表参加了五项比
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铜鼓九银联队取得了趣味运动会
团队第一名、一项一等奖、两项三等奖的优异成绩。

11月13日，总行挂点领导、副行长肖文发莅临萍乡分行
调研指导。调研指导期间，肖文发副行长在萍乡分行行长王
万里的陪同下专程前往中国人民银行萍乡市中心支行拜访新
到任的钟春晓行长。

11月13日，萍乡银监分局局长卓君、纪委书记邹文华一
行应邀莅临萍乡分行调研指导，肖文发副行长、萍乡分行高管

层陪同调研。
11月14日，总行挂点行领导、副行长肖文发莅临宜春分

行开展督导工作，并在分行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两清”工作专
题座谈会，分行行领导、计划财务暨运营管理部、资产保全中
心以及各涉及不良的支行机构负责人共同参加了座谈。

11月14日，宜春银监分局局长刘晨光一行应邀莅临宜春
分行开展调研，总行挂点领导、副行长肖文发以及分行行领导
陪同调研。

11月15日，人行宜春市中心支行行长黄焰一行到宜春分
行调研指导工作，总行挂点领导、副行长肖文发和分行高中层
领导陪同。

11月16日，副行长肖文发一行莅临新余分行调研指导工
作并召开座谈会，分行行领导以及各支行、部门负责人参加了
座谈。

11月16日，江西银监局消保处处长黄清一行莅临我行开
发区支行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调研，法律与合规部负责
人、开发区支行行长等陪同调研。

11月16日，萍乡分行邀请到萍乡市委党校原副校长、十
九大精神报告团团长刘伟民教授，以《高举伟大旗帜，实现伟
大梦想》为主题，为萍乡分行党员干部宣讲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萍乡分行中高级管理层、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聆听了
宣讲报告。

11月17日，江西省银监局城商处处长韩伟明一行三人来
到抚州分行开展调研，就城商行如何支持当地经济发展、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加强风险防控工作等内容进行调研和座谈。
抚州市银监局监管副调研员饶春荣，监管二科科长谢刚，总行
行领导、抚州分行行长许操以及分行行领导等陪同调研。

11月17日，上饶分行组织全行高中级管理人员和党员等
近三十余人参观上饶市廉政建设教育基地，现场接受警示教
育。

11月17日晚，九江银行成立17周年暨抚州分行成立8周
年行庆晚会隆重上演。晚会现场，监事会主席罗新华、行长助
理、抚州分行行长许操莅临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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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浔东支行成功营销九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代发工资业务，并为317名干部职工现场办理九江银行庐
山卡、新公务卡、信用卡开卡业务。

11月21日晚，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全体高中层干部在
二楼会议室进行自律宣言宣誓活动。

11月24日，萍乡分行在分行二楼大会议组织开展了“不
忘初心跟党走·金融建功献青春”主题演讲比赛。

11月25日，靖安九银村镇银行组织开展“温情感恩季·金
蛋砸不停”一周年感恩活动，100多位客户参与其中，欣喜的砸
开一个个金蛋，活动参与人员均获得一份精美奖品，现场气氛
热烈。

11月26日，南沙自贸区支行与暨南大学在暨南大学南校
区签订共建合作协议，双方将通力合作、携手共建暨南大学港
澳台侨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2017年11月，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组织开展了全行员
工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火场逃生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11月21日，萍乡分行召开巡察工作动员大会，监事会主
席、巡察组组长罗新华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萍乡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王万里作表态性发言，萍乡分行骨干员工共计70
余人参加了会议。

11月25日，新余分行在暨阳山水酒店举办了两周年行庆
高端客户答谢会。

11月25日，日照九银村镇银行组织开展了“六载一路行·
感恩九银情”迎行庆登山比赛。

11月24日，贵溪九银村镇银行成功营销开立“贵溪市城
市建设项目指挥部”账户——贵溪市城市建设资金归集账户，
该账户的成功营销将进一步扩大我行业务范围，优化我行资
金来源结构。

11月25日晚，宜春分行在宜春市昌黎实验学校多功能厅
隆重举办七周年行庆晚会，分行重点零售客户、全体员工及家
属朋友们参加晚会活动。

11月27日，抚州分行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在分行六

楼会议室召开。抚州分行全体高中级管理层、社区支行负责
人等40余人参加会议。

11月28日上午10时28分，九江银行赣州蓉江小微支行
举行迁址仪式，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喜迎广大新老客户。赣州
分行高中级管理人员参加了迁址仪式。

11月28日，宜春分行袁州支行与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发行人拟
在袁州支行开立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管理金额为6
亿的募集资金，这是宜春分行取得的首例债券专项账户监管
资格。

2017年11月，宜春分行与国开行成功签订丰城市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结算资金监管管理协议、高安市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结算资金监管管理协议、万载县现代
农业示范区提升项目结算资金监管管理协议，三个项目监管
资金总额23.48亿元，将进一步壮大分行企业金融业务发展。

11月29日晚，宜春分行在二楼会议室举办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宜春市委讲师团团长刘智安教授受
邀进行宣讲，分行全体员工参加了学习。

11月30日，贵溪九银村镇银行成功办理第一单“码上收”
业务，成功签约了拥有2200名学生的贵溪市美的学校，这也
是九江银行第一家开通“码上收”业务的村镇银行。

11月30日，景德镇市本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银行代理业
务开标会在景德镇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如火如荼进行，全市
11家金融机构参与此项代理业务的竞标。根据竞标规则，仅
有7家银行能取得此项代理业务。经过激烈角逐，景德镇分
行以第三名的好成绩，成功竞得此标。此次中标完成后，景德
镇七个独立财政体系中，景德镇分行已取得四个代理行。

12月2日和3日，宜春分行举办“九银同行•感恩有你”
为主题的VIP客户感恩答谢活动。

12月5日晚上18时，巡察组在赣州分行召开了巡察工作
动员大会，巡察组组长罗新华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赣州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张秋水作表态性发言，赣州分行全行员工参
加了会议。

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处长
罗志东一行三人来到安义县支行开展调研，并视察参观了南
昌市第一家普惠金融工作站——九江银行安义县支行普惠
金融工作站。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副处长
罗伟、中国人民银行安义县支行行长彭炜、南昌分行副行长马
权科陪同调研。

分支机构活动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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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由我行冠名，共青团九江市委、九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九江市财政局、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九江市
中小企业局、九江市科技局、九江银行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九银杯”创在九江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典礼在百嘉洲际酒店举行。
本次大赛历时100天，经过预选赛、复赛、专家评审团评审，11场活动，12天大众网络投票，共计26万人次关注，10强选手从103个
创业团队脱颖而出。

当选本次创业大赛的十强有：江西派路特科技有限公司徐洪、庐山冇名堂美学民宿刘书樵 、九江七点神马创新科技有限公
司王璡、永修云硅实业有限公司绍坡、江西邱菇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邱永乾、九江如洋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周妨、江西云淘科技有
限公司何平生、九江萌萌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夏欢欢、彭泽县金篓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张钧玉、奥曼帝斯家私厂占升元。

本次大赛还评选出了最佳组织奖：九江学院、九江职业技术学院、九江恒盛科技园；最佳创意奖：德安县玲蓉孔雀养殖专业合
作社；最佳创艺奖：彭泽老木匠、九江市神斧工艺品有限公司；校园创业精英奖：九江市靠谱青年创客咖啡有限公司、九江春藤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名匠工作室；创业励志奖：庐绣丝庄。

本次大赛点燃了青春的激情，迸发创业的活力。它是创业智慧与实力的真实展现，也全民创业行动中一个生动的缩影。创
业大赛不仅选拔出了优秀的创业者，并且通过大赛，弘扬了创业精神，激发了全市青年的创业热情，在整个九江营造勇于创业、乐
于创业、善于创业的浓厚氛围，促进全民创业迈向新高峰。

第三届“九银杯”“创在九江”
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典礼成功举行

我行组织开展2017年“感恩一日捐”活动
11 月 23 日，我行各分支机构在当地

同步组织开展“2017 年感恩一日捐”活
动，全行员工积极行动、踊跃捐款，其中
九江地区现场共接受善款近 30 万元。

成立十七年来，我行资产规模从最
初的不足 7 亿，到今天突破 2500 亿，这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广大客户的
信任。十七年来，我行始终坚持“常怀
感恩之心、常念感恩之情”，始终致力于

各项慈善活动，从挂点扶持贫困乡村到
出资兴建浔阳区福利院“爱心楼”，从关
爱九江市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到开展
无偿献血等活动，从七一建党节开展

“党员一日捐”活动并向老党员开展慰
问活动到八一建军节为消防官兵送上
防暑降温用品等，无不彰显感恩之心。
2017 年，我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向见
义勇为基金会捐赠 200 万元，向关爱好

人基金会捐赠 20 万元，向武宁县泉口
镇敬老院捐赠 6 万元。十七年来，我行
不断以实际慈善行动持续回报社会。

下一步，我行将以感恩之心矢志不
渝地服务地方经济，一如既往地承担社
会责任，不忘初心，心怀感恩，以优质服
务铸就品牌生命力，为社会创造更多价
值。

12 月 10 日，由江西省体育局、江西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
室、江西省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江西省第二届银行系统体育健
身大联赛在南昌奥体中心圆满闭幕，副行长肖文发代表九江银
行出席闭幕式等相关活动。

在本次运动会中，我
行运动员参加的项目有：
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体质
测试、第九套广播体操七
个项目。自 10 月 27 日开
赛以来，历时近两个月，我
行参赛运动员奋力拼搏，
在各项比赛中均取得优异
成绩。其中游泳比赛、第
九套广播体操比赛获团体
一等奖、足球比赛获第二
名、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获
团体三等奖、体质测试获
团体三等奖、乒乓球获团
体第六名、篮球比赛获团
体第七名等二十余项团体
及个人奖项。与此同时，
我行还获得“最佳组织奖”
荣誉。

在这历时两个多月的

比赛中，我行运动健儿顽强拼搏，敢于争先，团结协作，遵守比
赛规则，赛出了水平和风格，全面展现了我行团结、奋斗的企业
精神和文化，为九江银行打造软实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行运动员在第二届银行系统
体育健身大联赛勇创佳绩

绿色金融：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我行绿色金融
业务，吸收借鉴国内外绿色金融发展的理念和做
法，11 月 14 日，我行与知名绿色金融咨询机构
IPC举行绿色金融战略研讨会，就开展绿色金融
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
许忠华、银行担保处副处长谭策方，市政府金融
办主任余峰，行长潘明、副行长王琨，以及IPC中
国区技术总监 Andrew Sprunger、绿色金融顾问
丁林恩出席研讨会。通过交流研讨，双方进一步
明确，为助力我行绿色金融事业发展，IPC将在
组织架构、能力建设、产品研发、业务拓展、人才
培训等方面与我行开展深入合作，这将有利于推
动我行绿色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

零售金融：11月25日，我行首届财富管理师
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总行四楼大会议室圆满
举行。本次比赛历时一个半月，各位参赛选手层
层比拼，大展身手，充分发挥专业素养，结合实际
进行案例分析，给予客户最完善最权威的财富管
理建议。下一步，我行将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
提升全行员工财富管理专业知识，努力成为“专
业化”、“专家化”、“事业化”的职业经理人。

票据业务：10月25日下午，江西财经大学金
融硕士（票据经营与管理方向）首届研究生开班
暨“九江银行”奖学金颁发仪式于江西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举办。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袁雄，江西
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院长、江西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院长汪洋，九江银行特聘顾问、江西财经

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执行院长肖小和，九江银行
副行长、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副院长王
琨等参加仪式。

10 月 27 日，我行“商票 ABS”业务启动及培
训会在总行顺利召开，副行长王琨、各分行分管
行领导、总行直属支行（部）负责人及对公条线业
务骨干参加会议。

11月17日，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
中国中小银行票据协同发展论坛成立仪式暨首
届票据研讨交流会在江西财经大学成功举行。
论坛是由我行主导，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
院发起设立的，各中小银行共同自愿结成的联合
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的交流活动平台，以“资源
共享、发展共赢”为宗旨，以成员单位共同发展，
院行合作聚力推动票据市场规范稳健可持续发
展，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实体经济为目
标。在成立仪式暨首届票据研讨会上，参会成员
单位进行了票据发展交流，专家作了学术交流。

11月25日，由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
院主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

“新时代票据业务发展与创新”研讨会暨九银票
据研究院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成功举
办。当天参会嘉宾有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上海票
据交易所代表、中国社科院代表等业界专家，商
业银行银行代表、研究院研究员、媒体代表等。
王琨副行长参加会议并致辞。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嘉宾发言精彩纷呈。

条 线 动 态

2017支行行长能力
提升培训顺利举行

10月15日至10月20日，九江银行2017支行行
长能力提升培训在西海培训中心顺利举行，各分
行、省外村镇银行下设支行行长，总行直属支行
（部）、省内村镇银行主要负责人共计166名学员参
加学习。监事会主席罗新华主持开班仪式并随堂
跟班。

此次培训邀请薛维舟专家（工商管理博士、注
册高级管理咨询师、中国银监会特聘专家、华为特
聘专职训练导师）专题讲授团队建设和领导艺术，
城投集团王卫华董事长对新政下地方政府债务及
政府平台融资作创新性分析，国盛证券郑毅、卫成
业、张杰三位讲师就债券融资业务、IPO、资产证券
化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等业务进行介绍和交流；同
时，总行授信审批部副总经理刘飞从实操角度就制
造业企业的风控思路、调查内容、授信产品等内容
进行了讲解，总行汽车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孙夕振从
汽车分类、汽车金融客户分类、汽车金融市场需求

变化、汽车金融产品及发展趋势、汽车金融业务营
销及运营管理、我行汽车金融产品等方面对汽车金
融业务进行了详实的介绍，萍乡分行行长王万里深
入浅出的介绍了政府关系维护和房地产授信风险
管控的技巧；最后，由潘明行长主持高峰论坛，就支
行营销、内控管理、授信业务、团队建设四个主题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论坛上大家畅所欲言，分
享所在机构优秀的管理技巧和营销方式，为培训班
学员打开支行业务新局面提供了借鉴思路。

自2014年起，我行启动“支行行长能力提升培
训班”学习活动，继“每年读好两本书”、“行领导每
月一课”学习活动后，我行将把“支行行长能力提升
培训”学习活动逐步打造成完善员工学以致用长效
机制的又一品牌活动，旨在通过培训为全行各机构
间的横向交流提供平台，同时加强支行行长业务能
力、团队建设能力，提升领导艺术，为打造“国际化
一流的汽车金融服务银行”提供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