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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

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018 年 4 月 27 日，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向（对）本行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年度审计报告。

本行董事长王黎群、行长宋良琴、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沈永

俊保证年度报告中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

第一章 公司基本资料
一、公司法定中文名称：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行”），公司法定英文名称：Hami City Commercial Bank

Co.,LTD，英文简称为：Hami City Commercial Bank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黎群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侯春亮

联系地址：哈密市天山南路 8 号

联系电话：0902-2362733

四、本行的经营宗旨是以客户为中心、市场为导向、依法

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努力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建设提供优

质服务，持续提高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为股东创造最佳回报。

五、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

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

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六、公司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哈密市天山南路 8 号

邮政编码：839000

国际互联网网址：http://www.hmccb.com

电子信箱：hmssyyh@163.com

http://www.hmccb.com/
mailto:hmssyy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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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本行网站：http://www.hmccb.com

年度报告备置地点：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八、公司其他有关资料

批准成立时间：2007 年 9 月 27 日

注册地点：哈密市天山南路 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0666662975F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B1085H265220001

聘请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http://www.hmcc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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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财务数据摘要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 82005.22 47799.36 29613.12

利润总额 43579.84 20581.27 12301.93

净利润 32619.05 13185.92 8386.17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291837.95 268711.79 84399.25

规模指标

总资产 2801448.29 2016439.15 1110030.29

总负债 2509610.34 1747727.36 1025631.04

股东权益 291837.95 268711.79 84399.25

存款总额 1794245.71 1473480.83 782351.05

贷款总额 895461.28 603839.55 394489.55

财务比率

每股收益 0.23 0.09 0.18

每股净资产 2.05 1.89 1.77

净资产收益率（%） 11.22 4.76 10.17

二、报告期前三年主要监管指标
主要指标（%） 标准值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资本利润率 ≥11% 11.21 7.57 11.02

资本充足率 ≥8% 15.93 16.65 14.26

核心资本充足率 ≥4% 14.89 15.94 13.12

流动性比例 ≥30% 53.31 52.98 47.71

不良贷款率 ≤5% 1.82 1.74 1.39

拨备覆盖率 ≥150% 213.38 204.75 236.15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
授信集中度

≤15% 12.39 9.56 8.8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
集中度

≤10% 8.71 9.56 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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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贷款呆账准备金情况

单位：万元
期初余额 22434.07

报告期计提 14350.00

报告期收回 1.76

报告期核销 0.00

期末余额（截止 2017 年末） 36785.83

四、报告期内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权益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股本 142203.89 0 0 142203.89

资本公积 90031.45 0 0 90031.45

盈余公积 7272.62 3261.90 0 10534.52

其中:法定公积
金

7272.62 3261.90 0 10534.52

一般风险准备金 6118.81 27960.72 0 34079.53

未分配利润 23085.02 32619.05 40715.51 14988.56

股东权益合计 268711.79 63841.67 40715.51 2918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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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股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股东及其所持股份无变化。

二、股本结构

（一）报告期末，本行股东总数为 15 户，总股本 142,203.89

万股。其中：地方财政股:20,567.05万股，占股本总额的14.46%；

法人股:121,636.84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85.54%。

（二）报告期末最大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占比

1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778.42 19.53%

2 哈密市财政局 20567.05 14.46%

3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139.21 12.05%

4 乌鲁木齐九天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426.14 8.04%

5 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26.14 8.04%

6 陕西佳乐紫光科贸有限公司 11426.14 8.04%

7 大连昱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426.14 8.04%

8 天津信德融盛商贸有限公司 11426.14 8.04%

9 哈密市长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912.39 6.27%

10 哈密俊业制麦有限责任公司 3808.71 2.68%

三、股权质押情况

(一）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质押股权 13333.33 万股，质押比例 47.98%，质权

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二）乌鲁木齐九天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质押 5598.81 万股，质押比例 49%，质权人为天津滨海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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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行。

（三）哈密市长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

质押 2831.4 万股，质押比例 31.77%，质权人为上海翔雷贸易有

限公司；2016 年 9月 21日质押 6080.99万股，质押比例 68.23%，

质权人为上海翔雷贸易有限公司。哈密市长城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合计质押 8912.39 万股，质押比例 100%。

截止报告期末以上股权尚未解除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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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员工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任职时间 委派股东

1 王黎群 男 44 岁
党委书记、
董事长

2015 年 6 月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 张 诚 男 51 岁 董事 2010 年 6 月 哈密市长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 王 涛 男 34 岁 董事 2013 年 12 月 陕西佳乐紫光科贸有限公司

4 王永宏 男 47 岁 独立董事 2013 年 12 月

5 刘爱明 男 46 岁 独立董事 2013 年 12 月

6 牟永华 女 45 岁 董事 2014 年 3 月 大连昱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 万 征 男 52 岁 董事 2014 年 10 月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8 宋良琴 女 46 岁
执行董事、

行长
2014 年 10 月

9 吕廷华 男 51 岁 董事 2015 年 1 月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 金洁红 女 51 岁 董事 2015 年 4 月 哈密市财政局

11 郭蕙荣 女 46 岁 董事 2015 年 5 月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二、监事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任职时间 委派股东

1 冯 炯 男 59 岁 监事长 2010年6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国有
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 叶 阳 男 51 岁 监事 2013年8月 新疆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张 健 男 30 岁 监事 2013年8月
新疆领先实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4 李 俊 男 54 岁 监事 2013年8月 哈密俊业制麦有限责任公司

5 韩博华 男 30 岁 职工监事 2017年6月

三、高管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年龄 职务 任职时间

1 王黎群 44岁 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5年7月

2 宋良琴 46岁 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 2014年8月

3 冯 炯 59岁 党委委员、监事长 2007年9月

4 侯春亮 48岁 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秘书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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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小军 47岁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 2012年10月

6 方 成 46岁 副行长 2012年10月

7 郑 晔 41岁 副行长、乌鲁木齐分行行长 2017年5月

8 韩博华 30岁 工会主席 2017年6月

9 温己勇 46岁 行长助理 2014年11月

四、员工和机构情况

截至 2017 年末，全行在职员工 439 人，总行设置相关部门

24 个，在乌鲁木齐设有一家分行，总行营业网点 19 个，分行营

业网点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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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共召集股东大会 2 次，包括年度股东大

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各 1 次，对利润分配预案、财务预算报告、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等 15 项重大议题进行了决策。会议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和《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确保所有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报

告期内的股东大会均由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情况

（一）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 2016 年年度工作报告及 2017 年工作

计划》《2016 年利润分配预案》和《2016 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等 10 项议案。

（二）2017 年 7 月 17 日召开了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2017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报告》和《2017 年上半年信

贷运营情况分析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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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董事会工作报告

一、主要经营成果

截至 2017 年末，全行资产总额 282.51 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 40.38%；负债总额 254.31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45.38%；所

有者权益 28.20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7.14%。2017 年实现各项

收入 15.28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16.43%；各项支出 10.92 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117.96%；税后利润 3.06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31.82%；缴纳各项税款 2.02 亿元，较去年末增长 87.04%。主

要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规定。

二、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 2 次。董事会会议 8 次，其

中 4 次现场会议，4 次通讯会议，会议听取了《2016 年度预算

执行情况分析报告》《关于 2016 年度关联交易审计情况的报告》

和《关于哈密市商业银行品牌建设工作推进情况的报告》等 34

项报告；审议《哈密市商业银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选任标准

和程序的议案》《哈密市商业银行 2016 年度报告的议案》及《关

于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议案》等 36 项议案。

专业委员会共计召开会议 12 次，听取报告 1 项，审议议案

11 项，其中：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共召开 5 次会议，

审议通过 4 项议案；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共召开 3 次会议，审议

通过 3 项议案；审计委员会共召开 4 次会议，审议通过 4 项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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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公司治理，依法合规履职

1.制度建设情况。通过建立制度，规范操作程序，推动工

作效能提升，全年共审议通过七项制度。为优化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结构，规范我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程序，董事

会制定并印发了《哈密市商业银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选任标

准和程序》；在“科技兴行”战略指引下，紧紧把握金融电子化

趋势，围绕我行业务发展战略需要，董事会审定了我行三年信

息科技发展战略；为提高决策效率，按照章程规定，股东大会

通过了对董事会的授权方案，同时董事会对经营层授权，做到

事权划分职责清晰，公司治理不断趋于完善。

2.重大事项决策。2017 年董事会研究或审议本行定期报告、

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利润分配预案、重大关联交易、机构规划

等方面的重大议案，有关议案先经过专业委员会讨论后，再报

董事会审议决定，必要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重大事项决

策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依法合规，保障决策程序公开透明。

3.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

规定，独立董事充分履职，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利用自

身的专业知识做出独立、公正的判断，发表了独立意见，切实

维护了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4.董事履职评价工作。根据《哈密市商业银行监事会对董

事会、董事、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评价办法》，组织实施

了对全体董事履职评价工作，通过董事自评、互评、董事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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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进一步强化了董事履职意识和董事会的规范运作。

5.信息披露工作。2017 年，按照本行信息披露办法在本行

网站及时披露了 2016 年年度报告，全面披露我行基本情况、财

务报表和股东情况等信息，并及时上报监管部门，公司章程修

订后也及时进行了披露。信息披露做到了及时、准确、真实、

完整。

（二）加强风险管理，强化风险处置

董事会按季度听取经营层工作情况报告，特别关注贷款隐

性风险情况汇报，要求经营层切实采取有效手段，开展隐性风

险贷款的排查，提前制定处置预案，推进风险处置与化解工作。

同时为提高处置效率，董事会还授权经营层开展信贷资产平价

转让工作，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运用展期、转续贷、诉讼保

全催收、资产转让等多种手段，逾期贷款清收处置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三）加大科技投入，提升科技保障能力

不断完善科技服务支撑业务发展，提高科技管理能力。在

董事会层级成立了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委员会，出台了《哈密市

商业银行信息科技发展战略（2017 年-2019 年）》《哈密市商业

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策略（试行）》等制度；推进手机移动终

端 APP 连接小微贷及农贷系统、离行开卡、暖气费代收、助农

取款等一系列系统建设，助力普惠金融便民服务；完成影像管

理平台系统、结构性存款等 14 个项目建设，7 项系统实现了自

主研发；建立科技部、科技风险、科技审计三道防线的风险治



14

理架构，建设了 IDC 灾备机房，实现“两地四中心”，有效防范

信息科技的单点故障风险，提升了科技保障能力。

（四）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控制关联交易风险

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针对关联交易事项本着

“风险可控、交易公允、合法合规”的原则进行严格审核,并就

重大关联交易为董事会提供决策意见,保证了关联交易事项能

够按照“公平、公正、公允”和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进

行。

2017 年，董事会共审议关联交易事项 3 笔，授信总额 4.9

亿元。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及时报告并披露关联交易。

按照《哈密市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董事、

高管及审计、信贷、财务等负责人及时向本行风险管理和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提供关联方情况，董事会办公室将关联法人和

内部人名单下发至信贷部门，信贷部门在日常的授信工作中严

格按交联交易办法执行，加强关联交易的日常监督，确保关联

交易管理机制持续规范有效运行。

（五）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品牌知名度

2016 年 4 月，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与上海红邦公司开展品牌

合作建设的议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成

功举办了“雁行万里”品牌发布会，将“雁阵文化”确立为我

行企业文化，完成了雁翎卡、雁邻理财、雁到福到、小雁快跑

等 7 个业务子品牌的落地实施，实现了母品牌、业务子品牌的

从无到有，推出的“甜蜜存”、“雁邻理财”业务品牌形象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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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广泛好评，推动了我行存款业务的拓展，提升了我行品牌

价值。

同时，我行还同步推出了“雁阵”文化手册，含盖了文化

主体、文化理念、文化形象、职业素养、社会责任等内容，将

“立足成为一家与新疆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标杆零售银行”作

为愿景，“唯才是举，创新进取，合规经营，合作共赢”作为价

值观，要求全体员工身体力行，全力以赴，为商行的明天不懈

努力。

（六）优化组织架构，吸纳优秀人才

2017 年初，经董事会研究，启动了“打造区域精品银行建

立卓越银行执行体系”项目，对我行发展战略、组织架构、薪

酬绩效体系进行重大改革。通过组织实施，进一步理清了总分

支架构，确立了条线管理模式，开启了岗位、业绩、能力共同

决定薪酬的新体系。薪酬体系的调整极大吸引了其他商业银行

优秀人才，2017 年共招聘 114 人，其中引进人才 26 名，及时充

实了员工队伍，有效推动了业务发展，为我行人才储备库注入

了新鲜血液，进一步夯实了人才梯队建设基础。

（七）提高服务意识，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要求，在董事会层面设立了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

组织、制度和机制建设。定期听取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的

情况并给予指导，对优质文明服务工作进行督导检查通报，督

促问题及时改正，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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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监事会工作报告

一、2017 年监事会主要工作情况

（一）召开监事会会议情况

2017 年监事会共召开 4 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哈密银监分

局关于哈密市商业银行 2016 年度监管情况的通报》《哈密市商

业银行 2016 年年度报告》和《2016 年度合规风险管理报告》等

26 项报告；审议了哈建综合楼（太阳国际 2-4 层）装修工程增

加及变更项目的议案、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哈密市商

业银行对哈密天山村镇银行人行支农再贷款提供保证等18项议

案。监事会认真履行职责，通过季度召开监事会议听取经营班

子的工作报告及审议相关议题，及时了解全行的经营业绩、财

务状况、盈利情况，并提出相应指导意见，督促公司管理层执

行，确保各项决策得到落实。监事会成员还出席了 2 次股东大

会，列席了 4 次董事会现场会议，对各项议案决策程序合规性

进行监督。

（二）加强财务状况、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监督

监事会密切关注全行财务状况，每季度听取一次财务分析

报告，全面了解各业务条线的经营指标情况。监事会密切关注

全行风险状况，通过每季度听取贷款风险总体情况报告，重点

关注不良贷款、隐性风险贷款、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要素的分

析，并督促经营层加大力度清收不良，压降不良贷款比例。结

合审计部门开展的专项检查情况，全面了解各项监管指标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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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情况，全面掌握专项审计工作和员工行为排查工作开展情况。

（三）完成对董事、监事 2017 年度的履职评价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监事会尽职指引》及相关法律、法规，

监事会制定下发了《哈密市商业银行监事会对董事会、董事、

高管及其成员的履职评价办法》，依据该办法及《哈密市商业银

行监事履职评价办法》，监事会对董事会、董事、高管及监事 2017

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评价，进一步促进董事会、董事、监事、

高管层及其成员充分履职。

二、监事会就有关事项发表意见

（一）依法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经营决策程序合法有效，董事、高级管

理层成员在业务经营及管理过程中谨慎、认真、勤勉、尽职，

未发现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行为。

（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本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新疆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

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财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本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对报告期内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报告和提案内

容，监事会没有异议。监事会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执行情况进行

了监督，认为董事会能够认真履行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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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情况

监事会对本行2017年度确认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行为进行

了核查，认为：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哈密市商业银

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不优于对

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以及本

行同类产品定价相关管理制度，不存在损害商行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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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司治理报告

报告期内，本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商业银行公司

治理指引》《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进一步规范董事会、监事会工作制度，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

一、公司治理情况

(一)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本行股东大会由 15 家股东组成，全部为非自然人股东，总

股本 142,203.89 万股。其中：地方财政股:20,567.05 万股，占

股本总额的 14.46%；法人股:121,636.84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85.54%。

（二）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 名。

报告期内，董事会切实履行职责，认真审议本行的重大事项，

不断完善董事会运作机制，实行科学决策，促进稳健经营，维

护了公司和股东利益。本行董事会单独或合并设立了审计委员

会、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委员会，各委员会按

照制定的工作规则开展工作。本行独立董事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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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参加本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优势，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做出独立、公正

的判断，发表了独立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召开董事会会议，均事先通知监事会派员

列席。

(三)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本行第二届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 1 名。

监事会认真履行职责，对本行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层履职

情况、内控制度建设情况、业务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维

护了本行和股东利益。

二、公司经营决策体系

本行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进行

管理和监督。行长受聘于董事会，对日常经营管理全面负责。

本行实行一级法人体制，各分支机构均为非独立核算单位，其

经营管理活动根据总行授权进行，并对总行负责。

本行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董事会、监事

会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运作。
三、各分支机构营业场所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 备注

1 哈密市商业银行营业部 哈密市天山南路8号 0902-2365338

2 哈密市商业银行天山北路支行 哈密市天山北路14号 0902-2310555

3 哈密市商业银行迎宾大道支行
哈密市迎宾大道秋林可园
1号楼底商

0902-2232488

4 哈密市商业银行广场北路支行
哈密市广场北路2号704小
区高层综合楼

0902-2258358

5 哈密市商业银行建国南路支行
哈密市建国南路29号地税
局1楼

0902-2260125

6 哈密市商业银行阿牙路支行 哈密市阿牙路底商110#-5 0902-225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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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一）出席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会议的情况

2017 年本行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8 次，其中 4 次现场会议、4

次通讯会议。独立董事王永宏亲自出席了 4 次董事会现场会议，

出勤率达 100%，并参加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专门会议 3 次，审议

议案 3 项；独立董事刘爱明亲自出席了 2 次董事会现场会议，

出勤率为 50%，参加审计委员会会议 4 次，审议议案 4 项。

（二）对公司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1.本行独立董事均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哈密市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

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做出独立、公

号

7 哈密市商业银行广场南路支行 哈密市广场南路65号 0902-2233768

8 哈密市商业银行爱国北路支行 哈密市爱国北路76号 0902-2320732

9 哈密市商业银行人民路支行 哈密市三道岭人民路1号 0902-6314288

10 哈密市商业银行八一路支行
哈密市天马市场后门北侧
哈钢综合楼1号大厅

0902-2319023

11 哈密市商业银行田园路支行 哈密市铁路田园路18号 0902-2317594

12 哈密市商业银行大泉湾支行 哈密市大泉湾乡 0902-6551121

13 哈密市商业银行二堡支行 哈密市二堡镇 0902-6361012

14 哈密市商业银行花园支行 哈密市花园乡 0902-2380108

15 哈密市商业银行陶家宫支行 哈密市陶家宫乡 0902-6631020

16 哈密市商业银行沁城支行 哈密市沁城乡 0902-6481331

17 哈密市商业银行五堡支行 哈密市五堡乡 0902-6611045

18 哈密市商业银行南湖支行 哈密市南湖乡 0902-6361012

19 哈密市商业银行圪塔井支行
哈密市圪塔井村金圪塔社
区综合楼23号

0902-6427038

20
哈密市商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营业部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民主路
75号商会大厦

0991-7522636

21
哈密市商业银行乌鲁木齐友好
南路支行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
好南路123号

0991-4558631

22
哈密市商业银行乌鲁木齐南湖
北路支行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
北路73号

0991-467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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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判断，发表了独立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2.对董事会各项议案及其他事项未提出异议，但就某些议

案进行过质询或提出补充意见。

3.对董事会以下相关审议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是对 2016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报告、2016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2017 年财务预算报告和 2017 年机构发展规划等议案并

发表独立意见；

二是对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授信的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

三是对马晨茹同志辞去高管职务的议案和乌鲁木齐九天河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质押股权的议案等发表独立意见。

四是对表决认购“17 新业国资 PPN001”的议案发表独立意

见。

（三）专门委员会工作及现场工作情况

履职期间，独立董事王永宏、刘爱明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一直与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定期了解公司内部审计、薪酬

及关联交易和风险控制情况。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审议相关专

门委员会议案。现场工作方面，一是考察了我行总部新大楼、

乌鲁木齐分行南湖支行新网点、参加了“雁行万里”品牌发布

会和本行赞助的哈密瓜节系列活动；二是出席第三季度董事会

后，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对信息科技部、人力资源部和

授信管理部进行了调研考察，就近年来信息科技、薪酬体系改



23

革及人员招聘培训、不良贷款风险化解等相关问题进行交流沟

通。同时与我行各部门保持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能及时就相

关专业问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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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风险管理状况

2017 年，本行以“合规文化建设年”为抓手，结合银监会

统一安排的“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两会一层”专

项治理和“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工作，审慎开展风险防控工作，

保障全行各项业务合规、安全、稳健发展。

一、风险管理总体情况

本行的组织架构趋于健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业

务部门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责分工明确，运行顺畅。

（一）风险管理治理结构不断完善

1.本行充分发挥公司法人治理对全行风险管理的决策作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和《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相关规定和要求，董事会、监事会及相关委员会的充分履职，

加强了本行风险管理工作，并有效监督相关问题与风险管理措

施的解决与落实。

2.本行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要求，

制定了《哈密市商业银行新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工作规划（草案）》，

基本搭建了以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为主的风险管理

架构，采取“总行集中管理”同“分支行全面参与”相结合的

管理模式架构，纵向分为董事会、管理层和业务分支行三个层

面。

（1）董事会是本行最高风险管理决策机构，承担本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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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最终责任。

（2）高级管理层负责执行风险管理政策，制定风险管理的

程序和操作规程，及时了解风险水平及其管理状况。风险管理

的高层组织由风险管理委员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信贷审

查委员会、预算管理委员会和财务审查委员会组成。总行层面

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在行高管领导下保持职能分离与政策执行

的通力配合。

（3）基层分支行为本行前台业务部门，处于信用、操作等

风险管理的最前沿，是对风险进行管理的第一道防线，业务经

营活动接受总行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的管理与监督。

3.本行各项经营活动均依照本行三层管理框架运行。对现

有产品进行重大改动、拓展新的业务领域、设立新机构、从事

重大收购和投资等过程中，能够针对各经营部门在开展业务经

营中遇到的各种风险隐患，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确保业

务经营合规、稳健运行。

（二）法人治理内控机制逐步健全

1.本行“三会一层”公司治理结构较为规范，形成了决策、

执行、监督相互制约、有效制衡的机制。根据《哈密市商业银

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哈密市商业银行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哈

密市商业银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内容，“三会”之间形成了决

策与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

2.股东大会与董事会能够对本行发展中的重大事项进行科

学决策，监事会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策事项进行审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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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营层在执行方面进行监督；同时每年由董事会授权行长在

经营方面的权限，董事长与行长分设，行长在职权范围内对股

东大会、董事会作出的决议进行落实执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监事会、经营层三者之间形成了决策、监督、执行相互制约的

机制。

3.为了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对本行的指导、协调、

参与和参谋的职能，认真落实各项工作，2016 年 7 月本行成立

了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明确了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

工作职责。

（三）风险管理体系初步形成

本行能够及时识别、计量、评估、监测、报告和控制或缓

释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并通过以下

措施开展风险管理各项活动。

1.树立全员风险防控意识。通过培训教育和引导，使全体

员工树立人人关心风险、人人防范风险、事事考虑成本与效益

的理念，增强全员执行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自觉性。

2.夯实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本行始终坚持制度建设，强化

风险管控制度约束。围绕合规文化建设这一主线，本行对各条

线现有制度进行梳理，查缺补漏，实现制度建设与业务发展同

步、制度与业务全覆盖的内控管理要求。

二、主要风险管理情况

（一）信用风险

本行信用风险管理是在行长领导下，以信贷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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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委员会为内控管理机构，由授信管理部门、风险管理

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实施识别、计量、监测和管理风险。

本行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有关规

定，建立了统一的信用评审机制，规范信用评级、额度授信认

定标准和程序；同时建立资产质量检测报告机制，严密监测资

产质量变化，每月出具信贷资产质量检测报告，分析不良资产

形成的原因，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对策。

1.完善信贷制度建设。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和本行业务发

展需要，2017 年度本行制定了《2017 年信贷政策指引》和《个

人自助循环贷款管理办法》等制度。

2.开展信贷检查。为督促营业机构履行工作职责，促进贷

款合规发放，落实贷款三查，有效防范操作风险、信贷风险，

本行依据《信贷检查处罚规定（试行）》和《贷后管理办法（试

行）》等规定，开展现场、非现场信贷跟踪检查。

3.摸清风险底数。2017 年，为进一步摸清信用风险底数，

加强信用风险管控，本行开展了信用风险专项排查工作，排查

范围包括显性或隐性承担信用风险的各项贷款、债券、投资、

同业、表外、通道业务等风险敞口的信用风险底数，把握了行

业、区域、业务品种以及客户的信用风险特征和分布情况，明

确了下一步拟采取的清收转化目标和措施。

4.严格信贷五级分类。本行严格按照银监会《贷款风险分

类指引》《信贷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贷款五级风险分类实

施细则》和《小企业贷款风险分类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规



28

定，按照“定期认定，实时调整”的原则开展信贷资产五级分

类工作。截止 2017 年末，按五级风险分类口径统计，正常贷款

908,022.61 万元，关注贷款 20,490.50 万元，次级贷款

17,239.57 万元，可疑贷款 0 万元，损失贷款 0 万元；不良贷款

17,239.57 万元，较年初 10,956.56 万元增加 6,282.95 万元，

不良贷款率 1.82%，较年初 1.74%上升 0.08 个百分点。

5.严控增量风险。严格按照银监会《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

职指引》和评级授信管理制度规定，加强统一授信、统一管理，

严禁向“两高一剩”、“僵尸企业”、“空壳企业”授信。

6.提升风险抵补能力。为防范经营风险，增强抵御风险能

力，准确核算损益，促进全行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本行针对

不良贷款风险制定年度财务预算，按季根据风险分类情况计提

贷款损失准备。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余

额为36,785.83万元。其中:贷款专项准备余额27,350.95万元，

贷款一般准备余额 9,438.88 万元，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579.51%，不良贷款拨备率 213.38%，确保各项准备足额计提。

（二）流动性风险

1.加强风险监测。本行始终将流动性风险管理作为本行重

点管理工作。一是加强日间流动性管理，严格各机构大额资金

进出报备，强化大额资金出款授权，实现资金头寸动态管理；

二是加强流动性指标监测与预警。按日监测流动性指标情况，

根据流动性指标变化及时提出风险预警，协同相关部门采取措

施进行化解；三是做好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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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强化流动性风险管理。

2.本行不断完善流动性风险治理架构，将同业业务、投资

业务、托管业务、理财业务等纳入流动性风险监测范围。经营

部门结合资金流动情况进行投资和补充，每日向负责资金营运

管理的计划财务部报送业务台账，制定合理的流动性限额和管

理方案；在资产投资配置方面，以流动性较好的债券投资、可

变现资产为主，降低对同业融资的依赖度。严控资金来源，严

控资金期限错配。本行目前未发行同业存单，认购了少量的他

行存单。

3.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流动性风险是本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之一，为进一步做好流动性风险管理，本行成立流动性风险管

理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总体安排与部署，

建立了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每日监测流动性指标情况，根据

流动性指标变化及时进行风险预警，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化解

与缓释。每年开展一次流动性压力测试，根据流动性压力测试

结果，提出流动性风险防范措施。通过实施以上措施，确保流

动性充足。

4.根据本行实际情况，按照监管部门的报备制度，本行建

立以计划财务部为主牵部门的流动性管理架构，做到部门间充

分沟通，建立处理临时性大额资金变动预警，做好本行流动性

资金配比，依据市场情况把控本行流动性。积极主动向当地银

监局汇报，必要时运用“临时流动性便利”等工具，满足流动

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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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风险

本行的市场风险主要源于利率风险。在健全完善市场风险

管理体制、有效管理市场风险的同时，对承担市场风险的业务

进行适度的资本分配，逐步实现承担市场风险的业务在品种和

规模的适度丰富和扩张。本行董事会承担对市场风险管理实施

监控的最终责任，确保本行有效地识别、评估、计量、监测和

控制各项业务所承担的各类信用风险；高级管理层负责对本行

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实施有效监控；本行风险管理部及承担市场

风险的业务部门共同负责市场风险的管理工作。

1.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市

场利率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

本行的利率风险产生于贷款及存款业务。由于市场利率的

波动，本行的利差可能增加，也可能因无法预测的变动而减少

甚至产生亏损。本行主要在中国大陆地区遵照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利率体系经营业务。根据历史经验，中央银行一般会同向

调整生息贷款和计息存款的基准利率（但变动幅度不一定相同），

因此本行主要通过控制贷款和存款的到期分布状况来控制利率

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

利率管制，本行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密切关注利率走势，

适时调整存贷款利率，努力防范利率风险。

2.其他价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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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价格风险，是指利率风险以外的市场价格变动而发生

波动的风险，无论这些变动是由于与单项金融工具或其发行方

有关的因素而引起的，还是由于与市场内交易的所有类似金融

工具有关的因素而引起的。

（四）操作风险

1.对分行行长、部门经理开展离任、离岗审计。审计内容

涉及制度建设、内部控制及人员管理、完成经营指标等情况。

通过审计及时暴露出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并与被审计部门积极

沟通交流，提出相关要求和建议，通过职能部室之间相互协作，

平衡制约，共同解决审计中存在的问题。

2.对营业机构负责人就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业务合规管理、

职业操守、业务拓展、经营指标完成等方面实施离岗审计，及

时发现业务管理和经营中的薄弱环节,促使营业机构负责人提

高业务管理水平和执行力。

3.审计部门突出审计重点，强化专项审计，分别对财务费

用支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反洗钱管理、招标采购管理、

薪酬管理等职能部室的履职情况进行审计，重点从制度建设、

内控管理、制度执行等方面开展，注重对审计结果的讨论分析，

通过审计提出合理化建议，并督促管理部门对问题进行整改，

以此提高部门履职效能。

（五）声誉风险

本行制定了《哈密市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办法》和《哈

密市商业银行网络舆情工作管理办法（暂行）》，声誉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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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组织架构健全，能够对相关舆情做到及时掌控。

三、贷款的主要行业分类

单位：万元；%
行业 余额 占比 较上年余额 较上年占比

批发和零售业 268985.03 28.44 131603.03 6.60

租赁及商务服务业 115259.43 12.19 45116.43 1.04

制造业 87929 9.30 19505.59 -1.58

建筑业 88399 9.35 13698 -2.53

房地产业 41943 4.44 -514 -2.31

采矿业 31773 3.36 -11189.03 -3.47

金融业 144000 15.23 91000 6.8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30600 3.24 -200 -1.66

住宿和餐饮业 7105 0.75 -6695.4 -1.44

交通运输业 18585 1.97 9870.15 0.58

农林牧渔业 22537.8 2.38 14209.8 1.0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00 0.05 -2000 -0.35

教育业 2165 0.23 200 -0.08

个人 84587 8.94 10770.89 -2.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 0 0 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950 0.10 950 0.1

四、最大十户贷款客户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贷款余额（万元）

1 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6000.00

2 博乐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6000.00

3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000.00

4 新疆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6000.00

5 江苏嘉奕和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6000.00

6 新疆中核恒通贸易有限公司 26000.00

7 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8 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862.35

9 江苏华信辉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000.00

10 上海铂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7300.00

合计 237162.35

五、信贷资产“五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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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本行贷款和垫款按五级分类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正常类 908022.61 587206.28

关注类 20490.50 30829.04

次级类 17239.57 6959.34

可疑类 0 3359.86

损失类 0 637.36

贷款和垫款总额 945752.68 628991.88

减:贷款损失准备 36785.83 22434.07

贷款和垫款账面价值 908966.85 606557.81

六、贷款和垫款按担保方式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信用贷款 770,583,206.70 305,528,478.68

保证贷款 6,262,694,535.51 3,651,709,336.09

附担保物贷款 2,289,193,299.51 2,305,498,392.00

其中：抵押贷款 1,801,599,043.47 1,917,193,392.00

质押贷款 487,594,256.04 388,305,000.00

贷款和垫款总额 9,322,471,041.72 6,262,736,206.77

减：贷款损失准备 367,858,263.03 224,340,663.03

其中：专项准备 273,509,480.46 129,991,880.46

一般准备 94,348,782.57 94,348,782.57

贷款和垫款账面价值 8,954,612,778.69 6,038,395,543.74

七、贷款损失准备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专项 一般 专项 一般

年初余额 129,991,880.46 94,348,782.57 73,124,449.45 61,188,121.08

本年计提 143,500,000.00 - 56,839,338.51 33,160,661.49

本年转出 - - - -

本年核销 - - - -

本年转回 17,600.00 - 28,092.50 -

—收回原转销贷款和垫款导
致的转回

- - 28,09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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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专项 一般 专项 一般

—贷款和垫款因折现价值上
升导致转回

17,600.00 - - -

—其他因素导致的转回 - - - -

期末余额 273,509,480.46 94,348,782.57 129,991,880.46 94,348,7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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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要事项

一、股东变化情况

本报告期内，股东无变化。

二、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报告期内，本行注册资本无变化。

三、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报告期内，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严格执行中国

银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哈

密市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关联交易

日常监督，确保关联交易管理机制持续、规范、有效运行。

（一）关联交易管理情况

1.制度执行情况

2017 年,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按照《哈密市商业

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确定了本行关联方，并向董事

会和监事会报告，同时对关联方的信息进行动态化管理。严格

按照制度审批流程,对关联事项进行审核。2017 年，经本行董事

会审核批准关联交易 3 笔,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以及

本行同类产品定价相关管理制度。同时，符合《商业银行集团

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银监会令〔2010〕4 号文件)关于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不应高于资本净额的百分之十的规定。

2.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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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按照“公开、透明”的原

则，勤勉尽责，充分履行了董事会赋予的事前审核职责。2017

年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共召开了 5 次会议,审议关联议案 4 项、

报告 1 项。具体内容如下:

（1）关于哈密市长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关联公司新疆祥

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瑞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授信的议案；

（2）关于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的议案；

（3）关于哈密市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策略（试行）

的议案；

（4）关于通讯表决认购“17 新业国资 PPN001”的议案；

（5）审议 2016 年度关联交易报告。

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针对关联交易事项本着

“风险可控、交易公允、合法合规”的原则进行审核,并就重大

关联交易为董事会提供决策意见,保证了关联交易事项能够按

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商业原则和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

原则进行。

（二）本行 2017 年关联方授信及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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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市商业银行 2017 年关联方授信及交易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授信控制额

度
贷款金额 贷款余额 利率 合同起期 合同止期

五级

分类

担保

方式

预期收

益
关联交易类型 备注

1
哈密市长城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

3,000.00 3,000.00 9.63% 2017-08-21 2018-08-21 正常
质押+

保证
288.9 重大关联交易

交易金额超过我行资本净额 1%，交易

余额超过我行资本净额1%（截止2017

年末，我行资本净额298639.97万元）

2
哈密市长城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3,000.00 9.63% 2017-08-31 2018-08-31 正常

质押+

保证
288.9 重大关联交易

交易金额超过我行资本净额 1%，交易

余额超过我行资本净额1%（截止2017

年末，我行资本净额298639.97万元）

3
哈密市长城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3,000.00 9.63% 2017-09-28 2018-09-28 正常

抵押+

质押+

保证

288.9 重大关联交易

交易金额超过我行资本净额 1%，交易

余额超过我行资本净额1%（截止2017

年末，我行资本净额298639.97万元）

4
新疆祥伦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900.00 900.00 8.63% 2017-08-25 2018-08-24 正常

质押+

保证
77.67 一般关联交易

交易金额超过我行资本净额 0.3%，交

易余额超过我行资本净额 0.3%（截止

2017 年末，我行资本净额 298639.97

万元）

5
中科恒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6,000.00 未用信

44,000.00 9,900.00 9,900.00 944.37

1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3 年 6.20% 2017-10-31 2020-10-31 正常 930 重大关联交易

交易金额超过我行资本净额 1.6%，交

易余额超过我行资本净额 1.6%（截止

2017 年末，我行资本净额 298639.97

万元）



38

（三）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审议了本行的关联交易事项，查看了《信贷审

查委员会会议纪要》及相关授信报告，认为关联交易符合商

业原则，与我行的各项授信业务利率、费率以不优于非关联

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符合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超过

本行资本净额 10%的规定；重大及一般关联交易的认定符合

《哈密市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四、重大担保事项

本行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的业务外，无其他担保事项。

五、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未发生对本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仲

裁事项。本行无重大收购及出售资产、吸收合并事项。

六、本行、本行董事会及董事接受处罚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本行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

有受到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通报批评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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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情况

一、深入推进“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

我行在全员结亲的基础上，坚持一月一互动，两月一走

动，积极开展与结亲户见面交流活动，通过多种措施将“民

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落到实处；同时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

暨捐资助学文艺汇演”，牵头募集“捐资助学”资金 160 余

万元，年内共资助 110 名大学生，金额 110 万元；举办“民

族团结从我做起”主题宣讲报告会、“结亲周”茶话会等系

列活动，以实际行动聚焦总目标，促进“民族团结一家亲”

活动深入持续开展。

二、扎实开展“访惠聚”工作

为把“访惠聚”工作落到实处，我行安排一名副行长和

一名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哈密市国资系统在伊吾盐池镇的“访

惠聚”驻村工作。“访惠聚”工作期间，我行为助力盐池镇

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捐赠价值 17.6 万元的室外 LED 屏；为

解决“访惠聚”工作组工作用车紧张的问题，为伊吾县盐池

镇捐赠价值 20 余万元的公务车两辆，年内还先后组织 3 批

次 22 人下沉到伊吾县盐池镇阿尔通盖村协助工作队开展走

村入户工作，扎实开展“访惠聚”工作。

三、汇聚各方力量，助力精准脱贫

根据哈密市贫困乡村和贫困群体的实际，我行推出金融

扶贫专项贷款业务，有效缓解贫困户发展资金短缺问题。通

过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积极加入哈密市整体扶贫联动机制，

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扎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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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审计报告

本行 2017 年度财务报告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由注册会计师居来提、王红波出具了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

附件：2017 年审计报告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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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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