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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银行 2021年度财务等重大信息
公开报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中文名称及简称

1.中文名称：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简称：山西银行

（二）英文名称及缩写

SHANXI BANK CO., LTD.

（三）法定代表人：高计亮

（四）股东名称

1.山西融金兴晋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股份 15,300,000,000股；

2.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286户法人

股东，持有股份 8,363,738,578股；

3.张建国等 2824 个自然人股东，持有股份 332,555,476

股。

（五）注册地址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高新街 15号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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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结算；办理票据的承兑与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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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

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

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

他业务。

（七）办公地址及邮政编码

1.办公地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高新

街 15号；

2.邮政编码：030006

（八）网址：https://www.shxibank.com/

（九）电子信箱：shanxibank@shxibank.com

（十）简介

本行是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于 2021年 4月 28日挂牌

开业，由山西省政府授权山西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通

过新设合并方式设立的省级法人城市商业银行。本行注册资

本为 239.96 亿元，员工 6000余名，分支机构 323家，遍布

全省 10个地市、23个区、36个县。本行秉承“为公、恒信、

义利、共融”的核心价值观，坚守“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

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场定位，聚焦全省经济转型发展，

充分发挥省属国有金融企业优势，为全省各级政府、企事业

单位、城乡居民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全方位推动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

二、企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况

山西融金兴晋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本行 153亿股，占本行总股份的 63.7598%，为本行的控股股

东，本行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财政厅，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三、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

告摘要

（一）会计报表（合并口径）

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04 月 27 日

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161,425,375 130,169,591
金融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669,350 13,358,970
债权投资 30,829,458 31,363,678
其他债权投资 42,509,268 27,617,21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5,250 25,250

长期股权投资 267,817 255,327
固定资产 3,592,755 3,464,876
资产合计 296,181,775 264,613,137
负债

吸收存款 220,676,754 211,269,740
应交税费 130,415 -14,203
应付债券 4,027,500 7,801,281
负债合计 276,257,477 239,991,948
股东权益

股本 23,996,294 23,996,294
资本公积 141,629 141,629
其他综合收益 443,742 467,652
一般风险准备 1,945 1,945
未分配利润 -4,668,355 5,431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合计 19,915,255 24,612,951
少数股东权益 9,043 8,238
总权益 19,924,298 24,621,189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96,181,775 264,613,137



利润表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21 年 5-12 月

营业收入 2,704,801
营业支出 7,283,622

其中： 业务及管理费 1,653,797
信用减值损失 4,126,802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1,429,747

利润总额 -4,580,500
净利润 -4,672,531

现金流量表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21 年 5-12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61,968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73,726
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3,29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3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55,5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007,97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052,383

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千元，人民币

股东权益项目 2021年 4 月 27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股本 23,996,294 23,996,294
资本公积 141,629 141,629
其他综合收益 467,652 23,910 443,742
一般风险准备 1,945 1,945
未分配利润 5,431 4,673,786 -4,668,355
归属于本行股东

权益合计
24,612,951 4,697,696 19,915,255

少数股东权益 8,238 1,255 450 9,0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621,189 1,255 4,698,146 19,924,298

备注：本行 2021年总体经营结果符合合并新设首年经营发展预期，核心一

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远超监管要求，满足中长期健康发

展要求。为前瞻性消化风险，主动处置历史遗留问题，本行根据会计准则及监管

要求补提减值准备 48.15亿元，如剔除补提拨备影响，本行实现拨备前利润 9.75

亿元。



（二）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盈利能力指标（%）

净息差 1.15%

净利差 1.02%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 7.03%

成本收入比 61.10%

资产质量指标（%）

不良贷款率 3.29%

拨备覆盖率 151.14%

拨贷比 4.97%

资本充足率指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20%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20%

资本充足率 13.07%

（三）审计报告意见重要部分摘要

毕马威华振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我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审计报告，审计意见认为：山西银行财

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山西银行 2021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自 2021 年 4 月 27 日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四、薪酬情况



截至 2021年末，本行董事会由 6名董事组成；监事会

由 6名监事组成；高级管理人员共 5名。具体情况见下表：

（一）董事会成员任职情况

姓名
性

别
主要职务 年龄

任期起

始时间
近三年主要工作经历

高计亮 男

党委书记

董事长

行长（代）

56 2021.04
晋商银行副行长，省城商行改革化险工作筹备组组

长，山西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行长（代）

王会波 男
党委副书记

董事
45 2021.04

山西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山西银行

党委副书记、董事

刘振龙 男 股权董事 47 2021.04
山西省财政厅国库处副处长、地方金融处处长，山西

银行股权董事

武灿明 男 股权董事 56 2021.04 山西金控集团监事，山西银行股权董事

赵宏祥 男 独立董事 49 2021.0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太原分所合

伙人，山西银行独立董事

李凯风 男 独立董事 51 2021.04 中国矿业大学任教，山西银行独立董事

备注：成立之初，山西省财政厅向本行派驻刘振龙、武灿明、申丽枫 3名股

权董事，截至报告期末，申丽枫已向董事会递交辞职申请。

（二）监事会成员任职情况

姓名
性

别
主要职务 年龄

任期起

始时间
近三年主要工作经历

姚庆民 男 党委委员

监事长
51 2021.04

山西银保监局（原山西银监局）人事处处长、党委组

织部部长、国有控股大型银行监管处处长、山西银行

党委委员、监事长

郭学明 男 股东监事 61 2021.04
山西太原凯通实业有限公司、山西聚源煤化有限公

司、山西聚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山西银行股东监

事

郭高伟 男 股东监事 40 2021.04
长治市财政局地方金融科科长、原长治银行股权董

事、山西银行股东监事



吴秋生 男 外部监事 60 2021.04
山西财经大学任教、学院院长、金利华电独立董事、

山西银行外部监事

许桂霞 女 外部监事 56 2021.04
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分行内控合规部内控检查组长、

山西银行外部监事

任芳 男 职工监事 40 2021.04
原长治银行审计部总经理助理、山西银行职工监事、

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

（三）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姓名
性

别
主要职务 年龄

任期起

始时间
近三年主要工作经历

高计亮 男
党委书记

董事长

行长（代）

56 2021.04
晋商银行副行长，省城商行改革化险工作筹备组组

长，山西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行长（代）

乔昱瑞 男
党委委员

副行长

董事会秘书

40 2021.04

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互联网金融处处长、金融

稳定处处长兼银行机构发展处处长，省城商行改革化

险工作筹备组副组长，山西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董事会秘书

朱静 女 副行长 49 2021.05 山西银保监局农银处处长，山西银行副行长

吴涛 男 副行长 52 2021.04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调研员，省城

商行改革化险工作筹备组副组长、晋中银行党委副书

记、行长（代），山西银行副行长

赵富 男 副行长 53 2021.04
晋商银行营销总监兼总行公司金融部、机构客户部总

经理，山西银行副行长

备注：2021年 12月 29日，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提名、山西银行第一届董事

会 202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山西银保监局关于核准任凯任职资

格的批复》（晋银保监复〔2022〕43号）任职资格核准，本行于 2022年 3月 10

日聘任任凯为山西银行行长。

（四）薪酬水平

2021年度本行为独立董事实际发放税后薪酬合计 24.86

万元，为外部监事实际发放税后薪酬合计 21.8万元，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发放税后薪酬合计 160.99 万元。2021 年度全行

员工税后年人均收入为 9.13万元。



五、董事会报告摘要

2021年，本行董事会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贯彻落实

中央、山西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监管要求，围绕高质量发展

的主题，以深化改革为动力、风险防控为基础、提质增效为

目标，充分发挥战略决策作用，促进各项业务实现稳健发展。

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制定五年战略规划。

研判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行业发展形势，深刻总结历史经验

教训，制定《山西银行“十四五”战略规划》，对近五年的整

体战略发展目标、路径、措施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并推动战

略落地和目标实现。二是着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严格按照

现代企业制度打造“三会一层”治理体系和决策机制，优化股

权结构、重构管理机制、搭建授权管理体系，不断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三是强化股东股权管理。构建主要股东承诺管理

机制，持续监测主要股东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规范主要股

东行为。按照现代产权制度要求，将股权托管至山西股权交

易中心，股权确权率 94.13%，基本达到监管要求。四是做细

做实资产管控。董事会集体研究、科学决策，指导经营层稳

妥推进重点集团债务化解和抵债资产处置工作，接续开展“五

十天攻坚战”“五十天阵地战”行动，集中力量清收攻坚。五是

规范开展信息披露。在官网发布《山西银行 2021 年中期及

第三季度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开报告》，增进投资者对本行的

了解，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

不断优化和完善股东申请资料流程，有效维护本行与投资者



关系。六是加强全面风险管控。建设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搭

建全面风险治理架构，建立风险预警监测体系，设定风险限

额指标，组织制定限额指标压降方案，前移风险关口，向风

险较高领域派驻风险专员和风险经理。

六、重大事件

（一）重大经营决策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 6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82 项议

案，听取 4项报告，内容涉及战略规划、机构改革、风险处

置、财务预算、财务决算、关联交易、案防合规和薪酬体系

等内容。

（二）重要人事任免

报告期内，申丽枫已向董事会递交辞职申请。

（三）重大产权变动

报告期内，本行股本总额 23996294054股，未发生变动。

（四）重大改制改组情况

2020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推动地方金融改革化险，高

效合并重组大同、长治、晋城、晋中、阳泉五家城商行，新

设成立山西银行，于 2021年 4月 28日挂牌开业。

（五）重大突发事件、热点事件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热点事件。

（六）重大不良资产处置、核销

报告期内，本行共转让表内不良资产本金11.95亿元。

（七）重大未决诉讼

报告期内，本行无重大未决诉讼。



（八）利润分配

截至报告期末，未进行利润分配。

七、财务预算执行情况（母公司）

项目 2021 年度预算（亿元） 实际完成（亿元） 年度预算完成情况

营业收入 25.16 26.99 107.27%

净利润 1.50 -46.75 -3,116.67%

八、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一）经济责任

本行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

的市场定位，不断强化省属国有金融企业和地方银行的责任

和担当，发挥政策支持、网点人员多、资本金充足、一级法

人等优势，助推动山西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与省

属国企的合作，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保障省内煤电企业

发挥能源安全“压舱石”作用。二是创新银担业务合作模式，

破解“小微”融资难题。紧抓零售转型机遇，丰富产品研设，

聚焦居民财富管理。三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导

资金导向有利于环保的产业、企业，支持绿色经济、低碳经

济、循环经济。

（二）安全责任

本行坚持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

生产方针，不断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有

效防范金融案件及各类事故的发生，确保资金、财产和员工

人身安全，保障全行各项业务安全稳健运行。2021年，本行



以“一个规范、两个活动、三个架构、四个整合、五个统筹”

为主线，围绕制度规范、活动提升、体系建立、资源整合、

安全落实等方面，狠抓基础管理，积极推动各项安全工作开

展，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保障全行各项业务的安全、稳健、

高效运行。同时加强员工安全知识学习，做好对网点周边居

民及客户的安全知识宣传，提升安全防范意识，维护社会秩

序稳定。

（三）创新责任

1. 创新体系建设

本行按照山西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

强化机遇意识，明确发展路径，积极研发拥有核心自主可控

的数据中台、智慧银行和金融科技平台，建立“一部、四中心”

的组织架构，即信息科技部下设立开发、运维、测试及数据

管理四个中心；设立敏捷机制，探索信息科技快速响应和支

撑服务双轮驱动工作机制，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2. 科研成果

2021年 11月 7日完成原五家行 5套共 529个科技系统、

11个数据中心的聚合重构，实现了全行科技体系的高效率高

标准统一。目前，本行第一代科技架构 112个系统运行平稳，

有力支撑业务发展。

3. 科技人才培养

为完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工作能动性，本行建立

了科技专业序列动态升降机制，从低到高依次设置六个专业

序列，每个专业序列按照“小步快跑”原则，设置一至三个等



级，正向引导科技专业人员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目标，并最大

限度发挥工作效能。

（四）企业责任

1. 员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正式在册员工总计 6023人。

2. 劳动保障

本行为员工提供必要及优质的劳动保障，为所有员工按

时、足额缴纳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大病保险及住房公

积金，并在此基础上为员工购买补充养老保险。2021年本行

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补充养老保险共计

2.87亿元。

3. 纳税情况

2021年 5-12月，本行累计缴纳税费 3.21亿元。

4. 培训与成长

本行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与员工培训工作，以尽快适应岗

位变化，提升专业能力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落地有效，

覆盖条线全员的培训计划。针对开业初期培训需求量大、形

式多样的要求，本行拓宽培训路径，发挥现有技术资源，在

OA 系统的“知识社区”中开辟“培训资料”板块，并向全行开

放使用，为全行员工提供学习和查阅资料的便利。

5. 薪酬福利

本行薪酬总量根据全员薪酬目标总额、2021年度整体经

营目标及监管政策确定，由固定薪酬、津补贴、绩效薪酬、

法定福利费组成，固定薪酬、津补贴总量主要根据人员总量



和薪酬标准核算，绩效薪酬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6. 扶贫救灾

按照省委相关工作部署和要求，本行共选派 48 人，组

成 21 支乡村振兴工作队，分赴各县开展驻村帮扶工作。期

间，各驻村工作队扎实开展了乡村“六乱”整治行动，开展街

道清扫、文化创建、科普共享、金融知识下乡等志愿者服务

活动，协助帮扶村开展“两委”换届工作，防汛抗旱防疫工作，

积极为村民办实事、解难事，积极为帮扶村解决农产品销售

问题，提高农民收入，获得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和人民群众的

一致好评。

7. 党风廉政建设

本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中纪委历次会议精神，聚焦

监督执纪问责，加强党内监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多次召开党委会议，对全行党建和纪

检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完善

体制机制，压实主体责任，确保党建工作权责明晰、有序推

进。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及警示教育活动，强化廉洁从业

意识，引导干部员工明法纪、知敬畏、守底线。建立“1+6+N”

协同联动监督机制，不断提升管党治党能力。出台清廉文化

建设方案，推动清廉山银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发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六条倡议，形成令行禁止的浓厚氛

围。开展“反思剖析”专题大讨论，细化“三个清单”，汲取深

刻教训，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地生根。



九、经营情况概述

2021年，本行紧紧围绕全行战略规划和经营目标，坚持

“挂牌是起点，开业即创业”，以全行战略规划为引领，统

筹推进管理整合、改革化险、业务发展等各项工作，基本完

成了全年经营目标，迈出了高质量发展坚实的第一步。主要

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持续推进管理整合，构建起统

一高效的“总分支”三级组织架构，全面完成人员落位，最

大限度激活发展动能，快速搭建山西银行基本制度框架，建

立“月计划、周落实、日推进”工作机制，强化节奏管控，

高效研究解决问题。二是搭建山西银行基础产品体系，深度

推进监管系统整合，打造轻型集约、智能专业的运营管理体

系，推进业务平稳过渡，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三是建立完善

风险化解机制，接续开展了风险资产清收处置“五十天攻坚

战”“五十天阵地战”行动，全力压降不良规模，遵循“横

向平行制衡、纵向权限制约”的基本原则，构建授信风险管

控体系。四是紧跟全省重大战略布局，聚焦国企国资改革，

支持做好“后半篇文章”，坚决扛起责任担当，强化小微企

业支持力度，坚定不移服务实体，拓展普惠金融实践。五是

启动网点整合，充分释放机构效能，节约成本，提升综合发

展效益。六是推进数字化转型，分批完成系统整合，搭建起

全行统一、支撑有力的科技体系，提升科技赋能水平。七是

全面强化内控建设，树立主动合规理念，培育内控合规文化，

加大问题整改力度，着力补齐短板弱环，提升合规履职能力。

十、职工权益保护情况



（一）全年劳动合同签订数

本行作为新设合并重组机构，为做好各项工作延续、保

障员工利益，与 6010 人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其中，新入职

签订劳动合同 68人。

（二）维护职工权益情况

报告期内，召开山西银行第一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到会职工代表依法行使民主管理权力，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

《山西银行 2021年工作报告》《山西银行 2021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山西银行违规行为问责管理办法（试行）》及山

西银行薪酬方案、集体合同草案。

（三）职称评定办法及程序

报告期内，暂无职称评定办法及程序。

（四）人才培训计划及落实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组织培训 262次，培训对象覆盖运

营、零售、公司、消保、风险、保全等条线，内容主要包括

理财业务、反洗钱、人力资源管理、全面风险管理、系统整

合、员工上岗技能等。

（五）全年工会工作情况概述

本行工会于2021年10月成立，有效发挥联系党群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教育、引导、团结全行职工围绕全行改革发展

大局建言献策、贡献力量，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组织架构。推动12家分行、直属支行成立工会，

选举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及女职工委员会；积极向

山西省总工会金融工委请示，完成法人资格证申办工作。



二是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经费管理办法》《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关于困

难职工帮扶管理实施办法》《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工会委员会委员分工》《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关兴趣小

组管理办法》等制度，探索建立工会经费规范化流程；结合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关于困难职工帮扶管

理实施办法》，探索建立职工福利发放机制、困难职工帮扶

机制、困难职工家庭生活状况监测预警机制。

三是开展文体活动。成立10个兴趣小组，推动兴趣小组

顺利运转；组织节日座谈会，为来自不同岗位的职工代表提

供沟通交流平台；举办线上运动会和书画摄影剪纸展览活

动，丰富职工文体生活。

四是维护职工权益。发放节日福利，慰问困难职工，深

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关怀会员生活，让

大家感受山银大家庭的温暖。

十一、未来展望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关键之年，也是山西银行“转型升级、管理优化”的重

要一年。山西银行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省委深化地方金融企业改革化

险、提质增效专题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与公司治理

的双重优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处置不良资产、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快业务发展、精简组织架构、优化队

伍结构、推进降本增效、优化网点布局等十方面，深入推进



“十四五”发展规划落地，着力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以优

异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