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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第一章 重要提示

一、本行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二、本行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湖南天平正大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根据国内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

三、本报告中除特别说明外，会计数据与业务数据金额币种

为人民币。

第二章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法定中文名称：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中文简称：星沙农商银行

法定英文名称：Hunan Xingsha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

法定英文简称：Xingsha Rural Commercial Bank

法定代表人：何 伟

董事会秘书：陈 星

注册资本：111804 万元

公司住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大道 139 号

邮政编码：4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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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731-84652409

传 真：0731-84652488

主营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方位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其他有关资料：

注册登记日期：2011 年 8 月 29 日

注册登记地点：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582791622Y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号：B1193H243010001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天平正大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第三章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经审计数

营业收入 132255

营业支出 63077

营业利润 69170

利润总额 69292

净利润 49439

二、报告期末的补充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2020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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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 13.35%

存贷比例 63.1%

不良贷款率 0.94%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集中度 7.92%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12.25%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276.79%

拨备覆盖率 543.74%

流动性比例 34.36%

三、资本的构成 （单位：万元）

主要指标 2020 年末

资本净额 353314.63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23780.40

一级资本净额 323780.40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23%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23%

资本充足率 13.35%

四、报告期内股东权益变化情况 （单位：万股、万元）

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

润

股东权益合计

期初数 101640 6052 101712 64270 24371 298045

本期增加 10164 485 21944 10000 39760

本期减少 2833

期末数 111804 6537 123626 74270 21538 337805

第四章 股东及股本金变动情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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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总数为

108 户，股本金 111804 万元；其中法人股东 22 户，共计持股

57579.06 万股（持股比例 51.5%），自然人股东 86 户，共计持

股 54224.94 万股（持股比例 48.5%）。

最大股东长沙县星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行股本总额

的 10%。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单位：万股）

名称（姓名）

2020 年

持股金额 持股比例

长沙县星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1180.4 10.00 %

长沙汇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31.18 4.50 %

湖南未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72.16 4.00 %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3354.12 3.00 %

湖南盛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3354.12 3.00 %

湖南长平车身制造有限公司 3354.12 3.00 %

湖南云阳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3354.12 3.00 %

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 2236.08 2.00 %

长沙鑫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236.08 2.00 %

长沙星沙包装有限公司 2236.08 2.00 %

湖南省星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236.08 2.00 %

二、股东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共发生 3 笔股权转让：

1、邓力转让给舒四清，股数 274.428 万，比例 0.245%；

2、陈波转让给吴开明，股数 274.428 万，比例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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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聪球转让给王晗，股数 548.856 万，比例 0.49%。

本行董事会发展战略规划委员会及董事会办公室严格审核

了股权受让人的股东资质，对需向监管部门报告的股权变更，及

时进行了报告。报告期内，股权转让不涉及股权性质变化，本行

各类股东数量及股权占比保持不变。

第五章 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情况

一、董监事及高管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务

何伟 男 1971.8 中共党员 董事长

邓翔宇 女 1975.4 中共党员 副董事长、行长

曾建军 男 1968.9 中共党员 董事

雷学军 男 1973.9 中共党员 董事

周毅 男 1974.5 中共党员 董事

易德庚 男 1968.4 中共党员 董事

胡志军 男 1973.5 中共党员 董事

陈波 男 1968.3 中共党员 董事

李旭 男 1975.5 中共党员 董事

尹国杰 男 1959.8 中共党员 董事

方兆云 男 1956.11 中共党员 董事

严建湘 男 1955.1 中共党员 董事

谭燕芝 女 1962.8 中共党员 独立董事

杨胜刚 男 1965.4 中共党员 独立董事

金华东 男 1977.3 中共党员 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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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 男 1968.8 中共党员 监事

柳辉 女 1972.5 中共党员 监事

余小泉 男 1971.9 中共党员 监事

王海佳 男 1963.7 中共党员 监事

倪建强 男 1962.11 中共党员 监事

舒靖 男 1989.3 群众 监事

王修华 男 1978.9 中共党员 外部监事

蔡四平 男 1970.12 中共党员 外部监事

喻曦 男 1984.1 中共党员 副行长

李胜检 男 1983.1 中共党员 副行长

报告期内，相关变更情况如下：

2020 年 1 月，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李

胜检同志辞去本行董事会秘书职务，聘任陈星通知担任本行董事

会秘书。

2020 年 12 月，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邵洁玉同志辞去董事、副行长职务，选举李胜检同志为股权董事，

聘任喻曦同志为副行长。

二、薪酬情况

根据本行《章程》及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本行董事

会下设立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委员会的提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

对本行发展战略的沟通、监督、指导和核查工作。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的与薪酬相关的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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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建议；

（二）研究和拟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向董事会提出薪酬方案的建议；

（三）监督相关方案的实施；

（四）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项。

2020 年度，本行薪酬总量 13275 万元，其中基本工资占比

34%，绩效工资占比 66%。

本行的薪酬考评体系包括《支行综合考评实施细则》、《支

行等级管理办法》、《员工基本工资管理办法》、《员工绩效薪

酬考核分配办法》、《中层骨干业务经营目标激励与岗位淘汰管

理办法》、《支行员工绩效考核及薪酬二次分配指导意见》和各

类劳动竞赛等一系列绩效考评体系，根据监管部门及省联社要求，

结合本行实际，设置了包括合规经营、风险管理、经营效益、发

展转型、社会责任等系列考评指标。

依据《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及省联社相关规定，本

行领导人员执行绩效薪酬延期支付，绩效薪酬的 40%以上采取延

期支付方式，其中主要领导人员绩效薪酬的 50%以上采取延期支

付方式，以 3 年为一个业绩考核任期，在三年任期考核结束后，

根据任期考核结果，延期支付的绩效薪酬分三年等额延期支付，

没有非现金薪酬及因故扣回已发薪酬情形。

本行 2020 年度具体薪酬发放均按照年初制定的相关文件制

度考核、执行，没有超出原定薪酬方案的例外情形。

三、员工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各类在职员工 629 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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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 432 人，业务员 119 人，业务岗位派遣员工 78 人。

（一）职级情况：领导班子 5 人、中层正职 35 人、中层副

职 32 人、信贷客户经理 81 人、会计 26 人、外派村行管理人员

20 人。

（二）性别比例：男性 234 人，占比 37%；女性 395 人，占

比 63%。

（三）学历结构：硕士研究生 25 人，本科 267 人，专科 273

人，专科及以上学历总人数 565 人，占比 89%。

（四）年龄结构：平均年龄 38 岁，其中：28 岁（含）以下

118 人，50 岁以上 64 人；中层正职的平均年龄 41 岁，其中 40

岁以下的中层正职 15 人。

第六章 本行治理结构

报告期内，本行严格按照《公司法》《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

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和完

善了财务、信贷、人事、科技、安全保卫、稽核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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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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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本行制订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并严格按照《章程》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确保所有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地位，确保所有股东能够充分行使合法

的权利。本行建立健全了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和机制，积极听

取股东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股东对本行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

权和表决权。

2、关于股东与本行：本行的股权相对分散，无具有实际控

制权的控股股东，本行前五名最大股东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

间接干预本行的决策和经营活动；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

构能够独立运作。

3、关于董事与董事会：本行董事会由 15 名董事组成，其中

股权董事 11 名，职工董事 2名，独立董事 2名。人员构成符合

法律法规的要求。报告期内董事、独立董事均能认真履行职责，

维护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下设相关专门委员会。

4、关于监事和监事会：监事会由 9名监事组成，其中股权

监事 4 名，职工监事 3 名，外部监事 2 人。本行监事能够认真履

行职责，本着对股东负责的精神，对本行财务及董事、行长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

5、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本行制定了较完善的信息披露

制度，并指定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信息披露、接待股东来访和咨询

工作；本行能够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及本行信息披露

制度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有关信息，并确保所

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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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股东大会情况简介

本行第一届股东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 1月 17日召开，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9 年度财务收支报告》

4、《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金分红方案》

5、《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关于选举蔡四平同志为外部监事的议案》

7、《关于选举王修华同志为外部监事的议案》

8、《关于确定外部监事薪酬待遇的议案》

第八章 董事会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1、2020 年 1 月 1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9 年度财务收支报告》、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金分红方案》、《2020 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关于设立运营管理部的议案》、《关于李胜检同志辞

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关于聘任陈星通知为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关于聘任李小溪同志为合规管理部负责人的议案》；

2、2020 年 4 月 23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二 0 一九年信息披露报告》、《关于 2020 年反洗钱工作

计划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关

于 2020 年星龙村镇银行发展规划和经营策略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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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 8 月 1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股权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关于调整董

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及其组成成员的议案》、《关于 2019 年底

关联方名录的议案》、《关于投资炎陵、桂东、嘉禾村行的议案》、

《关于内部审计章程（试行）的议案》、《关于内部审计工作制

度的议案》、《关于 2019 年度资本管理专项审计的议案》、《关

于 2019 年度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2019 年上半年重大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的议案》；

4、2020 年 10 月 1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0 年 10 月关联交易的议案》；

5、2020 年 11 月 12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0 年 11 月关联交易的议案》；

6、2020 年 12 月 1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邵洁玉同志辞去董事、副行长职务的议案》、《关于

推荐李胜检同志为股权董事的议案》、《关于聘任喻曦同志为副

行长的议案》、《关于轮换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开慧

支行营业和办公用房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关于开展

2020 年反洗钱自评估工作的议案》、《关于 2020 年 12 月关联

交易的议案》。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独立董事严格遵守《公司法》《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

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等相关规定，本着公正、公平、客观的态度进行履职。

谭燕芝出席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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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杨胜

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

对董事会讨论的事项，独立董事对资料进行详细审阅，并进

行严谨、客观的审议，特别是本行重大关联交易、利润分配、高

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等事项，并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

第九章 监事会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本行监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1、2020 年 1 月 16 日，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2、2020 年 4 月 23 日，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度内部审计

工作计划》。

3、2020 年 8 月 14 日，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监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的议案》、《关于内部审计章程

（试行）的议案》、《关于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的议案》、《关于

2019 年度资本管理专项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 2019 年度关

联交易专项审计报告的议案》。

4、2020 年 12 月 10 日，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报了

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季度经营业绩情况。

5、监事会按照规定，认真做好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

的履职评价。2020 年，15 位董事和 9 位监事均严格按照《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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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履行职责，积极工作，综合评定为称职；总行高管班子 5 位

成员积极履职，业绩突出，综合评定为称职。

第十章 2020年度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末，我行存在重大关联交易的关联方 6 户，合计金

额 5.27 亿，分别是：

1、长沙鑫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我行董事关联企业，持股

比例 2%，贷款余额 15320 万元，期限 24 个月，用于公司流动资

金周转。

2、长沙县星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的股东，

申请保证贷款 10000 万元，期限 24 个月，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

转。

3、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的股东，申请

抵押贷款 8970 万元，期限 24 个月，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

4、长沙盛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0.73%的股东，

申请抵押贷款 7500 万元，期限 24 个月，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

5、长沙汇一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我行监事关联企业，

申请质押贷款 7000 万元，期限 24 个月，用于个人经营性周转。

6、余小泉，我行监事，持股比例 4.5%的股东，申请抵质押

贷款 3880 万元整，期限 12 个月，用于个人经营性周转。

第十一章 公司主要业务、管理以及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2020 年业务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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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业务情况：2020 年末本行资产总额 416.41 亿元，

较年初净增 48.09 亿元，所有者权益 33.8 亿元，较期初增加 4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 363.64 亿元，净增 43.8 亿元；各贷款余额

229.52 亿元，净增 23.54 亿元；实现总收入 20.77 亿元，同比

增加 0.2 亿元；实现经营利润 9.27 亿元，同比减少 1.25 亿元；

全年累计收回表内外不良贷款 18195 万元。电子银行业务替代率

92.64%，手机银行用户 17.91 万户。

（二）支农支小情况：2020 年末涉农贷款余额 192.56 亿元，

较年初净增4.45亿元，涉农贷款30143户，占信贷客户数69.74%，

平均投放年化利率 6.91%。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75.92 亿元，占

各项贷款的 76.65%，小微企业贷款户数 12132 户，占信贷客户

数的 30.13%，申贷获得率 99.6%，当年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

121.1 亿元，新投放平均年化利率 6.63%，其中普惠小微企业贷

款 8416 户余额 70.48 亿元，当年累计发放 39.33 亿元，新投放

平均年化利率 6.36%。

（三）监管指标情况：全行资本充足率 13.35%；贷款损失

准备充足率 276.79%；拨备覆盖率 543.74%；抗风险指标全部保

持在监管标准以上，省联社经营等级测算一类一级，绩效考核等

级达 A 级，银监部门监管评级保持二级。

二、本行面临的各种风险及相应对策

本行始终坚持审慎经营、内控优先的原则，严格内部管理，

持续推进规范化建设，较好地防范了各类风险的发生。报告期内，

没有发生影响本行经营的情况和事件，也未造成重大损失。

（一）信用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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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贷资产风险管控。本行建立了职能独立、相互制衡的信

用风险管理体系，并执行信用风险识别、计量、监控、管理政策

和流程，以确保本行风险和收益的均衡。2020 年，本行进一步

强化了业务发展部、合规管理部、风险管理部职能，通过进一步

完善授信审批机制，持续对信用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

事后监督和纠正，有效地保证了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信

用风险监管指标均达到银监部门监管要求。报告期末，本行不良

贷款率为 0.94%，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为 13.37%，单一客户

贷款集中度为 7.92%，以上指标均达到银监部门监管要求。

2.大额风险集中度风险管控。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全行前

十大户贷款余额 17.63 亿元，占资本净额的 4.53%。前十大户有

贷款均为企业贷款，最大一户余额为 28000 万元。目前贷款企业

生产经营正常，现金流量比较充足，具备偿还能力，风险性比较

小。

（二）流动性风险管控

本行能认真执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

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专业性、前瞻性和精细化程度。一是合理

安排资产负债结构，在负债端，提高储蓄存款的占比，提升资金

来源稳定性，依靠自身流动性资产储备确保日常流动性安全。二

是定期开展流动性压力测试，并将压力测试结果充分应用到风险

管理中，保障流动性充足。三是制定了流动性应急预案，确保紧

急情况下应急措施到位，未产生流动性风险。报告期末本行存贷

比例为 63.1%，流动性比例为 34.36%，全行资产流动性较强，风

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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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风险管控

报告年度，本行尚没有开展外汇业务、黄金业务，市场风险

主要表现在存贷款和债券利率风险上。2020 年本行人民币存贷

款利率已实行 LPR 利率定价机制，加强市场风险管控，加强利率

风险主动管理，增强固定利率贷款改善资产的利率敏感性，完善

市场风险监控体系的建设；健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完善利

率风险控制和缓释工具。

（四）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管控

2020 年度，本行强化了风险防控举措，一是防范操作风险。

本行建立了事后监督、分散稽核员监督以及监控中心全天候监督

机制，同时加强员工思想教育、案防合规教育和员工行为排查，

开展了“赛案防知识、展员工风采”案防知识抢答赛，确保合规

理念深入人心，有效防范道德风险。二是防范法律和合规风险。

强化规范操作，严格流程控制，增强员工合规风险意识，加强制

度执行力，防范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的发生。梳理各项规章制度

和流程，营造审慎合规经营的氛围，努力构建合规文化，形成风

险管理和流程控制相关工作的长效机制。三是防范声誉风险。做

好存贷款营销、客户投诉处理、舆情跟踪监测等敏感度高的各相

关环节工作；加强客户投诉管理，改进客户服务，建立声誉风险

防范日常监测长效机制，维护良好的公众形象；持续关注信访维

稳工作，重在日常，防患于未然。

（五）合规风险管控

本行积极探索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

善合规风险管理工作机制、防控技术和管理程序，实现对合规风

险的有效识别与管控。一是对业务产品与制度流程开展年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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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淘汰落后制度，建立与新业务发展相配套的制度，优化业务

流程，对新产品新业务、重要客户及重大项目进行合规风险评估。

二是改进风险管理功能，全面梳理合规风险点，建立合规风险监

测与预警指标，常态化开展合规风险监测与预警工作，主动适应

监管新趋势与监管达标需要。三是突出风险管理的重点领域与环

节，推进信贷领域风险识别与监测，积极开展合规检查，强化问

责追责，推进相关业务的合规稳健开展。

三、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作为一家扎根本土的地方性金融机构，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我行坚持服务不打烊，安全保障了 68 个营业网点全

部对外营销，并第一时间为长沙县红十字会捐赠现金 100 万元，

为医院、镇街、社区、生产企业等社会各界捐物超 150 万元。与

此同时，我行积极为县域经济稳定输送“金融血液”，创新推出

“抗疫快贷”“暖星贷”等专属产品，累计为企业发放“抗疫快

贷”4.1 亿元，发放“暖星贷”1 亿元；为 73 家企业办理延期与

展期贷款 12.4 亿元、发放支小再贷款 1.8 亿元，并通过下调利

率、降免收费项目等方式让利近 1 亿元。

另外，作为县域扶贫小额信贷的唯一主办行，我行与政府联

合搭建扶贫站点 27 个，已累计投放扶贫贷款 3145 笔，总额 9911

万元，为县域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农商力量。

第十二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一、截止报告期末，本行无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二、报告期内，无重大资产收购、出售或处置以及兼并事项。

三、报告期内，本行的关联交易为股东以及关联方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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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关联方贷款均按相关法律规定及本行贷款条件、审核程序进

行发放，并正常还本付息，对本行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无任何

负面影响。本行严格遵守《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报告期内本行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四、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1、重大托管、承包、租赁事项：报告期内没有发生重大托

管、承包、租赁事项。

2、委托理财：本报告期内本行不存在委托理财事项。

五、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报告期内本行聘请湖南天平正大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所承担本行 2020 年度法定和补充财务报告审计服务工作。

六、报告期内，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受监管部

门处罚情况发生

七、本行报告期内未发生其他重大事件

第十三章 财务报告

一、审计意见

湖南天平正大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湖南星

沙农商银行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公允反映了星沙农商银行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

以及 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审计报告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