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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的要

求，通过查验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财司”）《金

融许可证》等证件资料， 出具的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在内的江铃财

务公司的定期财务报告，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

评估，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介绍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 1993 年 10 月 27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成立的，由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的四家成员单位共同出资组

建。为江铃汽车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公司办公场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苏圃路 111 号 

法定代表人：衷俊华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47H23601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1582899590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其中，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44063

万元，占 88.126%；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500 万元，占比

11%；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出资 437 万元，占 0.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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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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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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机构的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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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企业经营管理情况分析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铃财司总资产 1,040,790.71 万元，存放

同业款项 161,997.99 万元，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77,122.29 万元，发放贷款

和垫款 763,962.43 万元，融资租赁 37,627.91 万元，吸收存款

841,105.72 万元，营业收入 31,463.75 万元，实现利润 16,424.43 万元。 

（二）管理情况 

据江铃财司相关负责人核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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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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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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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未带来过任何安全隐患。 

（三） 监管要求 

经核实江铃财司的 2018 年底以及 2019 年度四个季度的数据，各项监

管指标均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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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 标准 

2018 年年

底 

2019 年一

季度 

2019 年二季

度 

2019 年三季

度 

2019 年四季

度 

1 资本充足率 ≥10% 13.24% 12.97% 15.07% 15.86% 14.26% 

2 拆入资金比例 <=1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担保余额比例 <=100% 52.65% 61.93% 39.79% 29.00% 37.88% 

4 
短期证券投资

比例 
<=40% 3.60% 0.38% 4.27% 13.00% 3.99% 

5 长期投资比例 <=30% 6.33% 9.45% 9.35% 5.88% 5.58% 

6 
自有固定资产

比例 
<=20% 1.92% 1.78% 1.76% 1.71% 1.59% 

 

注：指标具体公式参见《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江铃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已出具书面承诺，“在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按照解

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由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增加相应资本金”，此

承诺已在《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章程》中确认。 

江铃股份与江铃财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中，条款明确江铃财司

发生风险时，江铃财司应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风险自救，收回资金以规避风

险，确保江铃股份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江铃股份与江铃财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中，协议约定江铃财司

在中国银监会核准的业务范围内，为江铃股份提供相关金融服务。鉴于此

协议，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向江铃股份提供履约担保函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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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贷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江铃股份在财务公司的存款总额为

83,361.67 万元, 江铃财司吸收存款余额 867,187.02 万元，江铃股份在财

务公司存款余额占江铃财司吸收存款的比例为 9.61%。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铃股份在财务公司的存款总额为

96,775.03 万元, 江铃财司吸收存款余额 841,105.72 万元，江铃股份在财

务公司存款余额占江铃财司吸收存款的比例为 11.51%。 

 

三、企业风险管理现状 

依据美国《COSO 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中国国资委《全面风险管理

指引》、财政部等五部委《企业内部控制规范》，我方通过访谈江铃财司

负责人，审阅公司提供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风险管理评价表”等

材料，从内部控制五要素构成的评价维度，对公司风险管理现状进行分

析。 

 

（一）内部环境 

发展战略 

江铃财司的愿景是围绕集团发展目标，全面构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

升金融服务水平，向企业提供最贴身的金融服务，成为企业发展中受尊敬

的可信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商。 

围绕集团产品价值链构建财务公司业务链，构建江铃财司的四大业务

体系集团金融、汽车金融、投行运作、中间业务。以集团内金融服务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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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汽车金融业务为龙头、投行市场运作为支撑，中间业务为补充，将财

务公司打造成为集团的金融服务、业务孵化和市场运作平台。 

组织结构 

江铃财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保监会规定及有关的法

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组织架构。 

公司遵循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合理设置部门和岗位，科学划分

职责和权限，明确界定各层级机构、部门和岗位之间的相应职责，制定各

岗位作业标准，建立健全了有效的法人治理组织结构体系。 

江铃财司建立并完善了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各委员会规章

制度和议事规则。机构设置及职能分工符合内部控制相关规定的要求。 

董事会：公司的决策机构，负责保证公司建立并实施充分而有效的风

险管理制度；负责审批整体经营战略和重大政策并定期检查、评价执行情

况；负责确保公司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审慎经营，明确设定可接受的风

险程度，确保高级管理层采取必要措施识别、计量、监测并控制风险；负

责审批组织机构；负责保证高级管理层对风险管理的充分性与有效性进行

监测和评估。对公司的经营的合规性负最终的责任。 

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负责监督

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层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风险管理职责；负责要求

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纠正其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并监督执行。 

高级管理层：高级管理层负责制定风险管理制度，对风险管理体系的

充分性、合规性与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估；负责执行董事会决策；负责建

立识别、计量、监测并控制风险的程序和措施；负责建立和完善内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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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配备具备与履行职责相匹配的资质、经验、专业技能和个人素质的

人员，保证风险控制的各项职责得到有效履行。 

董事会下设合规风险管理委会，审计委员会，总经理下设贷款审查委

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总经理办公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委员会。 

合规风险管理委员会：董事会下设的合规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

经董事会批准的风险管理政策。负责在董事会既定的风险管理基本制度框

架下，审批涉及公司整体业务经营与风险控制的风险管理基本策略与基础

政策；负责审批风险管理相关制度；负责审批重大风险事件或风险信息解

决方案或处置措施；负责监督和评价风险控制部门的设置、组织方式、工

作程序和效果；负责公司重大授权事项以及办理董事会授权的有关风险管

理的其他事项。 

审计委员会：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牵头内审部全面履行公司内

审检查职责；审核公司内部审计、章程等重要制度和报告；审批中长期审

计计划和年度审计计划；指导、审核和评价内部审计工作；监督公司内部

审计制度实施；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贷款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公司信贷资产的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审

查批准；负责信贷资产业务管理办法、操作规程的合法性、有效性；审

查、批准或否决每笔信贷授信业务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投资策略和投资方案的制定报董事会批准；在

董事会批准的年度证券投资方案内批准或否决投资建议。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涉及信息安全、业务连续性计划

和合规性等方面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策略；负责实施持续信息科技风险评

估、监控信息系统安全；负责向董事会报告信息科技管理整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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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财司根据监管要求和自身发展需要及经营实际情况共设置“十二

部”，其中包括内审部、风险管理部、资金信贷部、国际业务部、买方信

贷部、消费金融部、计财结算部、投资银行部、物业经营部、信息管理

部、合规法务部、综合管理部。 

江铃财司组织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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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成功”的企业价值观，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建设，以培训、考核、拓展

及文体活动等方式向员工传达企业发展愿景、核心价值观、合规经营的理

念及团队合作意识。 

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员工的风险合规和团队合作意识

得到了不断的增强，为江铃财司合规稳健经营，实现企业战略规划目标的

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风险评估 

江铃财司目前已建立了风险管理制度，并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围绕公

司重点业务、关键环节，坚持以预防为主，保证公司制度与新政策、法律

法规相一致，不定期对公司各部门进行风险检查,并出具相应的风险简报。 

江铃财司管理层须根据风险合规的检查情况和评价结果，提出整改意

见和纠正措施，并督促各机构落实。有效防范风险，堵塞漏洞，防止与制

止业务风险，保障资产质量安全。 

 

（三）控制措施 

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江铃财司注重内控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及时根据新出台的法律法

规、监管部门的文件和企业面临的重大风险情况，对公司内控管理制度进

行梳理和完善。 

2019 年公司新增业务管理制度、作业指导书及岗位职责 53 个，修改

522 次，取消 19 个；新增行政管理制度 3 次，修改 48 次；新增记录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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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个，修改 221 次，取消 44 个。新增和修改的各项制度、操作规程及样

张均已得到有效实施，确保了每项业务合法合规操作。 

据负责人介绍，中国银保监会对江铃财司 2019 年度风险管理评价

中，认定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完善，有效控制各类风险，经营状况良

好，风险评级为优良，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处行业上游领先水平。 

制定重大风险控制措施 

1. 财务结算风险应对 

在结算业务控制方面，江铃财司根据各监管法规，制定了《财务管理

制度》、《会计核算管理制度》、《出纳业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内

控制度》、《存款管理办法》、《内部转账结算管理办法》、《账户管理

办法》、《同城清算系统业务处理管理办法》、《反洗钱管理办法》等业

务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结算业务办理，由成员单位填写《开立账户申请书》，公司根据成员

单位申请，客户资料符合制度要求经审核后，为成员单位开设结算账户以

及各类存款账户，用以存放各成员单位资金。 

成员单位可通过公司网上结算平台提交划款指令实现资金划转，公司

网上结算平台设定了严格的访问权限控制措施，并提供了及时详尽的对账

服务。 

2. 信用风险应对 

江铃财司信贷业务采取集体决策原则，建立了职责分工明确、审贷分

离、前后台相互监督制约的信贷管理体制。 

公司在对市场进行细分的基础上，优化信贷结构。对每笔信贷业务，

首先由信贷业务部门根据客户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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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综合分析提交报告，再由风险控制部门对客户贷款风险进行综合

评估；再由贷款审查委员会根据风控部门的意见对信贷业务综合考量风险

进行集体审议；总经理对信贷业务审批有“一票否决”权。 

贷后信贷部门加强对信贷资金的用途监控，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及

时掌据企业生产经营动态，对信贷业务安全性和可回收性进行贷后检查，

最后由内审部对信贷业务进行监督检查。通过层层风险把控，有效地防范

信贷业务风险。 

3. 投资风险应对 

江铃财司建立了集体决策、分级管理、相互制约、权责统一的投资决

策机制。公司对每个投资项目严格按制度的要求进行可行性分析，实行投

资前、中、后台严格分开；严格按董事会对投资业务授权，做好投资品种

配置和总量控制；按银保监会要求，严格控制长期投资和短期证券投资与

资本总额的比例，长、短期投资总额均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4. 流动性风险应对 

为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江铃财司多渠道收集市场信息，每季度对流

动性风险进行压力测试，为做好流动性风险管理提供有用数据支持。公司

各项流动性比率指标值均高于银保监会标准值。 

5. 利率风险应对 

江铃财司每季度对利率敏感性缺口进行分析，根据对市场预测和外融

资金成本变化，适时调整利率合理定价，有效化解了利率变动带来的利率

风险，保证了公司收益稳定性。 

6. 信息系统风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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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财司设有专门的信息管理部，风险管理对标商业银行的建设标

准。截止目前已投入使用的系统有财务核算系统、汽车金融系统、资金结

算系统、票据业务系统、投资管理系统等，基本实现了公司主体业务全过

程的信息采集、传递、分析系统的建设。 

制定了《计算机病毒防范管理制度》、《电子计算机机房管理制

度》、《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计算机网络系

统管理制度》等制度及操作规程，以保障公司运营的 IT 支撑。对网络安

全、系统设备管理与维护、重要数据的灾难备份及信息系统应急处理、用

户及权限管理、密钥管理、异常状况处理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对各部门各

岗位的系统权限逐一进行了明确，信息系统各关键控制环节均设置多级审

批以控制操作风险，信息系统管理人员与业务操作人员等不相容岗位权限

严格分离。 

 

（四）信息和交流 

江铃财司建立健全了信息与沟通制度，明确了内部控制相关信息的收

集、处理和传递程序，优化信息的合理筛选、核对、分析、整合、流转程

序，以实现信息的及时有效沟通。 

内部信息与沟通 

江铃财司管理层通过总经理办公会、合规会、管理评审会、业务办公

会、非现场交流会等会议方式沟通公司重大事项情况以及公司财务状况。

公司完善了各项业务单据的传递流程，进一步优化了九恒星信息管理系

统、内部局域网、OA 系统、视频会议系统，打造了高效的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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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搭建了合理化建议渠道，使得各管理层级、各部门、各业务单位

以及员工与管理层之间信息传递更迅速、顺畅，沟通更便捷、有效。 

外部信息与沟通 

公司利用多种渠道和机制，与社会、媒体、监管机构保持顺畅的沟通

和联络。公司定期及不定期通过报刊、杂志、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多种

渠道发布相关信息，使社会各界及时了解公司管理及发展情况。 

 

（五）监控 

公司根据内部控制体系的要求，设立专门的内审部，内审部直接对董

事会报告，在董事会领导下开展内部审计工作，负责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合

理性、健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评价，定期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进

行稽核监督，并就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监督改进。促进和

保证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 

日常监督 

江铃财司内审部每月对各部门及员工的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

结果显示，各部门严格按公司内控制度规定开展业务，公司员工都自觉地

按照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业务操作，有效地避免了业务风

险；公司员工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2019 年未出现违法、违规及违反

公司章程和损害公司经济利益的行为。 

专项监督 

江铃财司内审部以防控风险、规范管理为重点，不定期开展物业经营

收入专项检查、消费贷款业务专项检查、票据业务专项检查、同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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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押品管理专项检查、买方信贷业务专项检查、反洗钱工作专项检查

及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检查等专项监督工作。 

 

四、风险评估意见 

（一）江铃财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二）本次评估没有发现江铃财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公司的资产负债

比例符合该办法的规定； 

（三）江铃财司参照国资委颁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

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要求，建立规范的内部控

制体系，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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