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

的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和财

务报表，并经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调查、核实，就本公司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化财务公

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88 年 7 月 8 日成立，在国

家工商总局注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的非

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出资 51％，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9％。 

石化财务公司目前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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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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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

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

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

租赁。 



石 化 财 务 公 司 企 业 法 人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000101692907C，法定代表人赵东，注册资本人民币壹

佰捌拾亿元，注册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中

国石化大厦七层，金融许可证机构编号 L0002H111000001。 

二、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 

石化财务公司已按照《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章

程》中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且对董事

会和董事、监事会和监事、经理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内部控

制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确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

会和经理层之间各负其责、规范运作、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

结构。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及对董事会负责的公司管理层。石化财务公司实行董

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管理层包含办公室、人事

劳资部、风险控制（法律事务）部、经营管理部、财务会计

部、稽核部、资金计划部、国际业务部、信贷部、投资银行

部、结算部、信息部、金融研究开发部等13个部门及上海分

公司、南京分公司、广州分公司、山东分公司、郑州分公司、

武汉分公司、成都分公司、新疆分公司、天津分公司等九个

分公司，形成了科学有效的组织架构体系。 

石化财务公司把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规范经营、防范和

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以培养员工具有良好

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及提高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作为基础，

通过加强或完善内部稽核、培养教育、考核和激励机制等各

项制度，全面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一）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公司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及时发

现、控制和处置风险，实现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协调统一，

促进公司健康、稳健运行。 

（二）信用风险管理 

公司各类信贷业务是信用风险的主要来源，公司信用风

险管理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建立贷款审查委员会、风险控制（法律事务）部和业

务部门三位一体的信用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2、建立了“统一授信、审贷分离、分级审批、责权分明”

的信贷运行机制； 

3、设计制订了标准化信贷业务流程，覆盖从客户调查、

授信管理、贷前调查、贷款审批、贷款发放到贷后跟踪整个

过程。 

2018 年，公司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信贷政策及

信贷资金投向指引，严把信贷准入关，公司信贷资产整体信

用风险可控，信贷资产优良。 

（三）内部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石化财务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

规章制度，制定了资金管理方面一系列规范的制度及业务操

作流程，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1）资金计划管理方面，采取全额全过程资金预算管理，

实施总额预算与分项预算相结合，按照年预算、月计划、日



调度的预算控制思路，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

益性。 

（2）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石化财务公司制定了存

款管理及存款账户管理方面的规范制度，严格按照平等、自

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方面，成员单位在石

化财务公司开设结算账户、通过登录石化财务公司网银结算

平台及向石化财务公司提交书面指令共同完成资金结算，严

格保障结算的安全、快捷、畅通。 

强化资金集中管理，将资金业务流程与内控流程有机的

融合于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中，保证资金安全。 

2、内部稽核控制 

（1）完善公司制度体系建设，颁布了包括《合同管理办

法》、《内部结算实施细则》等管理制度，并根据中石化集

团公司内控管理要求、外部监管要求和公司经营管理的需

要，形成新版《内部控制管理手册》保证了内控制度执行到

位。 

（2）石化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对董事

会负责的审计委员会及稽核部，建立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

作流程，对公司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稽核

部门针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业务和财务活动的合法

性、合规性、风险性、准确性、效益性进行监督。对内部控

制中的薄弱环节、管理不完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



向各部门和管理层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3、信息系统控制 

石化财务公司资金集中管理信息系统于 2008 年底试运

行，到 2009 年 9 月底，系统推广工作基本完成。 

该系统将资金业务流程与内控流程有机融合起来，通过

收付款信息的标准化、业务处理的流程化、交易对账的网络

化和制度化，着力促进资金安全。该业务系统现阶段安全有

效运行。 

三、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石化财务公司现金及存放中

央银行款项 45.72 亿元，存放同业款项 366 亿元；2017 年实

现利息收入 31.49 亿元，实现营业利润 20.94 亿元，实现税

后净利润 15.33 亿元，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稳步发展。 

（二）管理状况 

石化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非

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

规、条例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加强内部管理。 

石化财务公司从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

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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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未发生可能

影响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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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未受到过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和责令整顿，对上市公司存放资金从未带

来过任何安全隐患。 

（三）本公司存贷款情况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在石化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

未超过石化财务公司吸收存款的 30%。本公司 2018 年 6 月

末在石化财务公司存款 0.64 亿元，贷款 4.8 亿元，本公司在

石化财务公司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从未发生因石化财

务公司头寸不足延迟付款等情况。本公司制订了存款风险报

告制度和存款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以保证在石化财务公司的

存款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存款风险。 

综述，石化财务公司 2018 年严格按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

员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04】

第 5 号）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

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石化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

陷，本公司与石化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

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

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

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

和财务报表，并经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调查、核实，就本公司与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情况报

告如下： 

一、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骏公司”）

于 1995 年 3 月在香港注册成立，持有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

放债人牌照、金融服务经营者牌照。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在境外全资拥有的唯一一家从事

资金结算业务的公司，是中国石化集团境外结算中心、融资

中心、现金管理中心、监控中心和外汇中心。 

盛骏公司目前经营范围：从事中国石化集团境外资金运

作和管理，集团公司所属境外企业结算、融资、外汇等业务

需求，向银行统一办理开户、存款、收付款、贷款、信用证、

保函、贸易融资、外汇买卖、现金管理等业务。盛骏公司在

迪拜和新加坡设有全资子公司，负责中东和新加坡区域相关

资金和金融业务。 

盛骏公司获得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A2”信用评级、

标准普尔公司“A”信用评级，展望均为稳定。 



盛骏公司商业登记证号 18879764-000-11-17-2，董事长

叶国华，注册资本 16.3 亿美元，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一

号会展广场办公大楼 2403 室。 

二、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 

盛骏公司已按照《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章

程》中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且对董事

会和董事、监事会和监事、经理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内部控

制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确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

会和经理层之间各负其责、规范运作、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

结构。公司本部设在香港，设银行业务部、企业业务部、全

球市场部、财务会计部、风险控制部及综合管理部等6个部

门，公司在迪拜、新加坡设有全资子公司，为集团公司在中

东、东南亚及欧美区域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形成了科学有效

的组织架构体系。 

盛骏公司把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以培养员工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与专业素质及提高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作为基础，通过加

强或完善内部稽核、培养教育、考核和激励机制等各项制度，

全面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一）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按照《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盛骏公司本部于

2010 年 4 月成立了全面风险管理领导小组，由公司总经理任

组长，公司副总经理任副组长，组员为各部门负责人。2013

年 3 月设立了首席风险控制官和风险控制部，负责公司风险



控制、组织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执行、监督以及业务稽核等。 

盛骏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包括董事会和监事会、

全面风险管理领导小组、风险管理部门和各事业部门。风险

管理工作覆盖公司所有业务、各个部门和分支机构、全体工

作人员，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反馈全过程，嵌入公司业

务流程和操作环节。 

（二）流动性风险管理 

资金流动性风险是盛骏公司主要风险之一，公司流动性

风险管理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制定头寸岗位和各业务部门联动的资金需求管理机

制； 

2、对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并对资金收支进行

预估；  

3、与外部银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取得大量的流动性

额度，用于满足公司的流动性资金需求； 

4、定期对市场环境及公司本身的业务作出分析预测，及

时并策略性地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三）内部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盛骏公司根据香港地区相关政策及集团公司规定的各项

规章制度，制定了资金管理方面一系列规范的制度及业务操

作流程，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1）资金计划管理方面，采取全额全过程资金预算管理，

实施总额预算与分项预算相结合，按照年预算、月计划、日



调度的预算控制思路，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

益性。 

（2）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盛骏公司制定了存款管

理及存款账户管理方面的规范制度，严格按照平等、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3）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方面，成员单位在盛

骏公司开设结算账户、通过登录资金集中管理系统平台及向

盛骏公司提交书面指令共同完成资金结算，严格保障结算的

安全、快捷、畅通。 

强化资金集中管理，将资金业务流程与内控流程有机的

融合于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中，保证资金安全。 

2、内部监管 

（1）为了加强风险防控，完善公司制度体系建设，盛骏

公司根据集团公司内控管理要求、外部监管要求和公司经营

管理的需要，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实施细则》、《业务管

理办法汇编》、《业务标准文本汇编》、《综合标准文本汇

编》、《综合管理制度汇编》、《会计核算办法》和《会计

集中核算系统操作指南》等制度和标准化文件，对全业务全

流程进行规范。 

（2）盛骏公司通过日常业务检查，并定期组织内部控制

自查和各项专项检查，对内部控制执行情况及全面风险管理

情况的及时性、准确性、合规性、效益性进行监督。对内部

控制中的薄弱环节、管理不完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



险，向各部门和管理层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3、信息系统控制 

中石化集团境外资金管理系统于 2010 年开始上线运行，

已经成为盛骏公司业务运营和控制的重要系统。系统依托国

内外商业银行的资金结算网络，构建形成了具有业务品种齐

全、流程合理、数据准确、资料保存完善的现代化资金集中

管理体系，在提升资金科学管控水平、加强资金风险防控、

促进企业高效发展等方面，见到了较明显的成效。 

三、盛骏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盛骏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2.9

亿美元；2017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4.8 亿美元，实现营业

利润 3.6 亿美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3.3 亿美元。 

（二）管理状况 

盛骏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

格按照香港当地有关法规、国际惯例、集团公司的有关规

定及公司章程制度规范经营，加强内部管理。 

风险管理方面，盛骏公司根据集团公司管理要求，形成

了《盛骏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实施细则》，明确了汇报架构以

及盛骏本部和所属公司之间的风险管理模式，落实了全面风

险管理要求的各项日常工作，包括进行了风险评估、维护自

身风险库、收集风险案例并形成汇编等工作。 

盛骏公司从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

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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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未发生

可能影响盛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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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未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和责令整

顿。 

（三）本公司存贷款情况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在盛骏公司的存款余额未超

过盛骏公司吸收存款的 30%。本公司 2018 年 6 月末在盛骏

公司存款 262 万元人民币，贷款 14.04 亿人民币，本公司在

盛骏公司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从未发生因盛骏公司头

寸不足延迟付款等情况。本公司制订了存款风险报告制度和

存款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以保证在盛骏公司的存款资金安

全，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存款风险。 

综上，盛骏公司经营业绩良好，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

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盛骏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本公司与盛骏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

不存在风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