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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 

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2932 号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山煤电）委托，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西山煤电 2017 年度财务报表，

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8]第

ZA12887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7 号－涉及财务

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信息披露》的要求，西山煤电编制了本

专项说明后附的《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通过山西焦

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以下简称

“汇总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西山

煤电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西山煤电 2017 年度

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不一致。除了对西山煤电实施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执行的对关联方交易的相关审计程序外，我们并

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 

 

为了更好的理解 2017 年度西山煤电涉及财务公司的关联存款、

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后附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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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说明仅供西山煤电披露 2017 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用途。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 O 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2017 年度通过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编制单位：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行次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收取利

息、手续费 

本年支付利息、

手续费 

一、存放在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 1 1,380,671,800.0 54,684,027,873.77 54,540,782,313.46 1,523,917,360.35 6,122,205.28   

二、本公司向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2 8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800,000,000.00   40,178,888.86 

  （一）短期借款 3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8,748,333.28 

  （二）长期借款 4 600,000,000.00   600,000,000.00   31,430,555.58 

三、本公司委托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

款 
5 730,000,000.00  260,000,000.00 990,000,000.00    

  （一）短期借款 6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二）长期借款 7 590,000,000.00  260,000,000.00 850,000,000.00    

项目名称 行次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本年支付利

息、手续费 

上期支付利息、

手续费 

四、本公司向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票据

贴现 
1 1,714,675,725.88 161,570,987.46 27,481,125.87 1,970,022.68 

后附 2017 年度涉及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附注为本汇总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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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涉及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附注 

 

一、 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系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经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省监管局批准（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L0105H214010001），由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煤集团”）

和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非银

行金融机构。财务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

册号 140000110108693），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山西焦煤集团以货币出

资 8 亿元，占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的 80%；本公司以货币出资 2 亿元，财务公司由未

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后，按出资额持股比例变为 45000 万元，占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的

20%；公司住所：山西省太原市新晋祠路一段一号；公司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

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

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

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

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

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根据财务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度的财务报告，对照银监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和《关于调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非现场监管关键指标数据质量承诺书>的通

知》规定，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 

（1）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0%：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为 21.04%，高于 10%。 

（2）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财务公司拆入资金余额为 0 元，拆入资金余

额低于资本总额。 

（3）担保余额与资本总额比例不得高于 100%：财务公司担保余额与资本总额比例

为 38.73%，低于 100%。 

（4）短期证券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40%，长期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

得高于 30%：财务公司对外投资的比例为 49.02%。 

（5）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20%：财务公司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

总额的比例为 0.13%，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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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联关系 

公司与财务公司同为山西焦煤集团控股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持有

财务公司 80%的股权，山西焦煤集团持有本公司 54.40%的股权；同时，本公司持有

财务公司 20%的股权。 

 

二、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详见附注三（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一）） 

 

三、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类型、交易定价及预计金额： 

A、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服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办理该业务时

收费不得高于同行业的收费水平。 

B、办理结算服务。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结算户，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付款服务和

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相关的辅助服务。提供上述结算服务收费不高于同行业

的收费水平。 

C、代理公司办理财务公司有权代理的保险业务。代理费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标准

收取，中国保监会没有规定的按同行业水平收取。 

D、办理存款服务。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

超过 16 亿元。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

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存款的

存款利率，也不低于山西焦煤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同期同类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 

E、办理信贷服务。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综合授

信服务。公司可以使用财务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办理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

现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在其他

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二) 协议期限： 

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为 1 年，在有效期满前 30 天，如任何一方未向对方提出终止协

议的要求，金融服务协议自动展期一年，上述展期不受次数限制。 

上述金融服务协议签订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有效期满，双方

均未提出终止协议的要求，该协议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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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公司对财务公司风险应急预案：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制定了《关于在山西焦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当财务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 

A、财务公司资产负债比例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的规定要求； 

B、财务公司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电脑

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

大事项； 

C、发生可能影响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

项； 

D、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超过 30%； 

E、财务公司的股东对财务公司的负债逾期一年以上未偿还； 

F、财务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 50%或该股东对

财务公司出资额； 

G、财务公司因违法违规受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H、财务公司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进行整顿； 

I、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2017 年全年未发生以上导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的事项。 

 

四、 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的批准报出 

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批准报出。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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