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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 

等业务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财务公司金融业务信息披露的有关要求，

对与存在关联关系的财务公司发生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上市公司，

应当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出具风险评

估报告，作为单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同时要求关联交易期

间，上市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对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

款等金融业务进行持续披露，每半年提交一次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并

在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峡股份以及其分子公司与中远海

运财务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最高余额为

113410 万元，贷款余额为 0 亿元。根据深交所对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

相关要求，现将财务公司财务风险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是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企业名称： 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月英 

注册资本：28 亿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30 日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70 号 5 层 

经营范围：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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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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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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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九）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十）从事同业拆借； 

（十一）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十二）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十三）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十四）有价证券投资； 

（十五）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十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已建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和合规风

险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各业务条线共同参与的合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财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组织健全，按照《公司法》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

的要求以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有关要求，设立了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战略发

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权限、任职资格、议事规

则、工作程序以及委员的任职条件具体明确。财务公司目前共设11个部

门，分别是：结算业务部、金融业务部、投资交易部、综合管理部（董

事会办公室）、监察审计部、运营事务部、计划财务部、法务合规部、

战略发展部、网络信息部、党群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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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按照监管部门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要求，通过

建立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体系，优化业务制度

建设，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管理。 

第一道防线是核心业务部门，是直接面对风险、应对风险的主

体，负责落实风险管理责任，是风险的所有者。第二道防线包括各支

持职能部门，是协助核心业务部门进行风险管控的职能部门。第三道

防线是保证职能部门，主要包括审计、追责问责等职能部门，主要负

责检查、监督第一、二道防线的工作，确保风险管控工作符合财务公

司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要求。为确保客观性与独立性，第三道防线没

有直接管控责任。 

各部门主要风险识别和评估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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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 风险防控部门 主控风险 

第一道防线 
运营事务部、

结算业务部、金融业

务部、投资交易部 

风险直接责任

部门，在其业务运作

过第一道防线 国际

业务部、计划财务

部、信息科技部、 

程中对风险进行识

别、评估和应对。 

第二道防线 

计划财务部、

法务合规部、网络信

息部、综合管理部、 

 

风险的管理部

门，对具体的风险管

理和控制程序进行持

续性监控，包括协助

第一道防线的业务部

门制订各种控制策

略、实施政策和程

序、收集相关信息、

树立组织层面的整体

风险控制观等。 

第三道防线 战略发展部、

监察审计部 

风险管理的监

督部门，开展稽核、

审计、监督、调查和

问责工作。 

（三）控制活动 

财务公司各项业务的开办均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规以及批准文件的规定。截至2019年底，财务公司已确定法人治

理、风险及内控管理、法务合规、稽核审计、公司信贷、投资、外汇、

资金管理等公司13类、分公司4类共168项规章制度，与经营发展相适

应、符合监管工作要求。 

一、结汇业务。财务公司已制定《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结售

汇业务操作规程》、《银行间外汇市场即期交易风险管理操作规程》等

制度，坚持“先平仓确定成本，再根据定价原则确保收益”的原则，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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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结售汇业务处于低风险可控环境。 

二、衍生产品交易业务。针对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财务公司制

定《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办法》、《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操作规程》、

《衍生产品交易业务风险管理操作规程》、《衍生产品业务限额管理操

作规程》、《衍生产品业务风险量化管理操作规程》、《衍生产品交易

业务风险报告操作规程》等制度，通过对外汇交易业务的权限划分、审

批及操作流程、风险控制措施等做了具体的规定，以确保财务公司外汇

交易业务低风险可控。 

三、为加强财务公司资金管理，规范同业拆借行为，财务公司制定

了《同业拆借操作规程》、《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并派专人参加业务

培训。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1、内控体系评价 

财务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编制了相关内控手

册，每年都会进行内控有效性评价，以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

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发现并纠正错误和防止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

真实、合法、完整，促进战略目标的达成。目前，财务公司所有纳入

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能严格按照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开展，所有内

部控制制度均能得到有效执行，达到了内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大

缺陷，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运行是有效的。 

2、财务公司合规性风险评价 

依照《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规定，“合规风险”是指

“因没有遵循法律、规则和准则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监管处罚、重大

财务损失和声誉损失的风险。” 

财务公司现有业务品种相对简单，除遵守一般的法律法规外，较

多地适用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监管法规。财务公司合规风险主要来

自监管合规风险，即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或者财务公司已开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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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内控如不能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而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另

外，随着财务公司业务量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经办人员在实务操

作中所蕴含的操作风险也是合规风险来源之一。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647,147.59 万元，总负

债 7,107,781.37 万元，净资产 539,366.22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194,394.51 万元，实现净利润 65,750.44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二）经营业务情况 

1、贷款业务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自营贷款余额折合人民币

2,964,627.19 万元，比 2018 年末增加 12.24%，主要是财务公司支持

集团减负债而增加成员单位贷款投放；财务公司贴现业务余额

24,838.00 万元，为 2019 年度新增业务；委托贷款余额折合人民币

2,701,730.22 万元（含美元 81,859 万元），比 2018 年末减少

7.67%。 

2、投资业务情况 

财务公司 2019 年度共开展 89 笔投资业务合计 31.12 亿元，其中

参与公募基金 47 笔，规模 26.86 亿；自营债券 21 笔，规模 3.44 亿；

自营股票 21 笔，规模 0.82 亿元。从产品回收情况来看，财务公司

2019 年累计回收投资 68 笔，规模合计 25.19 亿，其中：基金类产品

累计赎回 32 笔，规模 23.33 亿；自营债券到期或转让 18 笔，规模

1.84 亿；自营股票卖出 18 笔，规模 0.02 亿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投资账面余额成本 33.38 亿元,总市价 34.91 亿元, 除

“荣盛泰发”项目为可疑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以外，剩余投资项目五

级分类均为正常。 

3、结汇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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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财务公司共办理即期结汇业务 2,287 笔，合计金额

185,230.41 万美元；即期售汇业务 91 笔，合计金额 13,467.45 万美

元；远期结汇业务 3 笔，合计金额 3,588.12 万美元。 

财务公司严格按照国家外汇局核定的结售汇综合头寸限额进行管

理，并对即期结售汇业务设置了严格的敞口和止损限额，确保外汇交

易业务风险可控。其中，针对即期结售汇业务的汇率风险管理，财务

公司制定《即期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即期结售汇业务操作规

程》、《即期结售汇交易风险管理操作规程》、《结售汇业务应急管

理操作规程操作规程》等制度，对即期结售汇业务开展的权限划分、

审批及操作流程、风险控制措施等做了具体的规定，以确保财务公司

结售汇业务处于低风险可控环境。针对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财务

公司制定《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办法》、《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操作

规程》、《衍生产品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衍生产品交易业务

限额管理操作规程》、《衍生产品交易业务风险报告操作规程》等制

度确保外汇衍生产品交易的谨慎开展：财务公司对代客远期结售汇和

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业务采取“背对背”实时平仓的交易模式，自身

不承担存续期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存续期的汇率波动由财务

公司专职交易员负责盯市监控，计算市值损益，并及时汇报给相关成

员单位。 

4、资金拆借业务情况 

财务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3 日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批准公司

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从事同业拆借业务。目前财务公司为

加强资金管理，规范同业拆借行为，制定了《同业拆借操作规程》、

《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并派专人参加业务培训。2019 年财务公司拆

入资金 6 笔，合计 39 亿元，均正常到期归还，利息支出 84.10 万元。 

5、境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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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理创新，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财务公司于 2012 年实

现了跨国公司总部跨境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的首笔试点业务。2014

年 12 月 10 日，财务公司《关于中海集团延续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

项目试点资格的申请》，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批准。截止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对外放款余额 7.49 亿美元，外债借

入余额为 0 亿美元；未超出上海外汇管理局核定的 8.98 亿美元短期外

债指标和 10 亿美元境外放款额度。在操作过程中，财务公司严格遵守

任一时点净调入头寸不超过短期外债指标，净调出头寸不超过境外放

款额度。 

（三）监管指标 

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财务公司的各项监

管指标均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存在重大风险。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比例均符合《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监管指标考核暂行办法》的规定。 

指标名称 标准 2019年12月 2018年12月 行业平均 

资本充足充

足率 

≥10％ 11.49% 12.69% 11.03% 

不良资产率 ≤4％ 0.08% 0.10% 0.03% 

不良贷款率 ≤5％ 0 0% 0.06% 

拨备覆盖率 ≥150％ / / 4118.07% 

贷款损失准

备充足率 

≥100％ / / 1301.92% 

流动性比例 ≥25％ 52.23% 52.18% 59.46% 

自有固定资

产比例 

≤20％  0.37% 0.50% 

投资比例 ≤70％  55.92% 36.61% 

拆入资金比

例 

≤100％ 0% 0% 11.30% 

担保比例 ≤100% 34.69% 0% 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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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行业平均数值来源为中国财务公司协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2018年第 3季度

行业统计数据》。财务公司无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分母为零，本

两项指标无数值。 

四、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公司认为: 

（一）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

照》； 

（二）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

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财务公司的资产负

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的要求； 

（三）财务公司成立至今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

法》之规定经营，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

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业务风险可控。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