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证监会监管规定要求，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查验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

等证件资料，并查阅财务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结合财务

公司的自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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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基本概况 

因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重

组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中海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及吸

收合并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等有关事项的批复》（银保监

复【2018】75号），原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2018年7月

起正式并入中海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新组建的中海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00,000,000.00元

（含美元2500万元）。2019年1月18日更名为“中远海运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并迁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滨江大道5299号8层”。2019年6月，中远海运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正式开业，主要负责北京地区

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服务业务。 



 

办公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滨江大道5299

号8层 

法定代表人：孙云飞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07H23100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698814339L 

注册资本：280,000万元人民币(含2500万美元) 

股东构成：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873,828,172 

（含 2,000万美元） 
货币 31.2083% 

2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54,752,268 

（含 250万美元）   
货币 23.3840% 

3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51,827,795 

（含 250万美元） 
货币 8.9938% 

4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219,604,380 货币 7.8430% 

5 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 179,268,882 货币 6.4025% 

6 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25,488,217 货币 4.4817% 

7 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98,597,885 货币 3.5214% 

8 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89,634,441 货币 3.2012% 

9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89,634,441 货币 3.2012% 

10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71,707,553 货币 2.5610% 

11 大连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 53,780,665 货币 1.9207% 

12 中远造船工业有限公司 33,612,915 货币 1.2005% 

13 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2,408,610 货币 0.8003% 

14 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17,926,888 货币 0.6402% 

15 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 8,963,444 货币 0.3201% 

16 中国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8,963,444 货币 0.3201% 

 
合计 2,8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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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

价证券投资；代客普通类衍生品交易业务（仅限于由客户发

起的远期结售汇、远期外汇买卖、人民币外汇掉期产品的代

客交易）；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在中国银保监会、上海银保监局等监管部门的

正确指导下，在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和集团成员单位

的大力支持下，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商

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以及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要求，坚持“规范、稳健、服

务、发展”的经营方针，认真贯彻“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

以条线管理为抓手，不断完善内控管理体系，确保财务公司

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 

(一)内部控制环境 

1、财务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按照

《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明确

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各负其责、规范运

作、相互制衡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了分工合作、职责明确、



 

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提供了必要

的前提条件。 

2、财务公司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了符合行业监管要求的

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在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战略发

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三个专业委员会，有效保障企业经营

策略的稳健合规实施；在总经理下设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

信贷业务审核委员会、投资业务审核委员会、衍生产品业务

审核委员会，对资产负债管理、信贷、投资及外汇衍生品等

业务进行审议、决策、管理和监督；财务公司设立金融业务

部、投资交易部、计划财务部、结算业务部、战略发展部、

法务合规部、总经理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党群工作部、

网络信息部、运营事务部、监督审计部十一个部门，部门权

限分工明确；其中法务合规部负责建立行之有效的企业风险

控制机制，对财务公司各业务部门内部风险管理进行协调、

监督和检查；监督审计部负责对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制度执行

情况进行稽核、检查。 

3、财务公司董事会共设董事11人，董事会成员包括中

远海运集团副总经理暨总会计师、股东单位总会计师、财务

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独立董事、职工董事等成员。财务

公司董事会成员多数具备20年以上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均

积极参加董事会议，充分履行法定职权，勤勉尽责。高级管

理层具有管理金融机构的足够的业务技能、经验和诚信度，



 

对企业经营行为和相关风险有全面良好的掌握，能够使日常

经营符合法律、法规和董事会政策，并通过完善、合理的机

制来有效管理和监控风险。高级管理层有着正确的管理导向，

在业务的关键方面能在授权范围内做出合理的决策。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战略是“与业务发展相协调的、受

资本约束的、有效覆盖损失”，具体表现为：（1）财务公

司的年度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始终建立在风险可承受的范围

内，避免片面追求业务高速发展，保证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

（2）在确保资本充足率的前提下，财务公司注重投入产出

的实际效益，配合集团整体战略，把有限的资源向重点业务

和重点客户倾斜；（3）财务公司严格控制因承担风险而面

临的潜在损失，高度重视资产损失拨备管理。财务公司参照

《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最低资本要求，已分步实施并达到

不低于2.5%的动态拨备管理。2010年末财务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贷款损失准备金提取政策修改议案，将正常类贷款损

失准备金提取比例由1%提高到1.5%；2011年末，经财务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将正常类贷款损失准备金提取比例由1.5%

提高到2.5%，关注类贷款损失准备金提取比例由2%提高到5%。 

2019年度，财务公司根据重组后的业务实际，对《风险

管理办法》《内部控制管理办法》《突发事件报告制度操作

规程》《案件处置及信息报送操作规程》《重要信息内部报



 

告操作规程》等相关风险管理制度进行全面修订；全年度新

增制度59项、修订119项、废止45项，修订完善后的规章制

度共191项，有力保障企业经营业务发展。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财务公司非现场监管信息报送

要求，财务公司每年组织风险管理与合规管理自评估工作，

于每年3月报送上年度《风险管理自我评估报告》和《合规

管理自我评估报告》。财务公司整体风险水平低，整体风险

发展趋势稳定；内在合规风险水平低，合规风险管理水平强，

合规风险管理趋势稳定。 

（三）主要业务的风险控制 

1、信贷业务管理 

（1）财务公司信贷业务对象仅限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所属的成员单位。财务公司对信贷业务实行统一授

信管理,建立了客户信用风险识别与监测体系和完善的授信

决策与审批机制。财务公司制定《董事会授权规则》，按照

分级授权管理办法实行分级授权，即根据业务性质和规模，

股东会对董事会，董事会对董事长和总经理合理授权，以明

确股东会、董事会、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信贷业务职责和

权限划分，确保业务决策科学、执行有效；根据信贷业务的

不同特点制定了《贷款业务管理办法》《担保业务管理办法》

《法人客户授信操作规程》《企业信用等级评估操作规程》

《金融业务定价操作规程》《信贷业务审批权限管理操作规



 

程》《信贷资产五级分类操作规程》等制度，对各类信贷业

务操作流程予以规范,建立了贷前、贷中、贷后完整的信贷

管理制度。  

（2）财务公司建立了分工合理、职责明确、相互制约

的信贷管理体制,做到审贷分离。金融业务部的贷款调查人

负责贷款调查评估，承担调查失误和评估失准的责任；法务

合规部的信贷审查人员负责贷款风险审查，承担审查失误的

责任。监督审计部负责事后稽核，对业务政策、程序和限制

进行合规性检查。信贷业务开展中实行前、中、后台系统操

作分离：金融业务部作为前台负责贷款的系统评级、授信、

合同编制，处于中台的法务合规部负责合规性审查和持续的

信用风险监控，后台的结算业务部负责信贷资金的发放和归

还，三个部门在业务系统中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实现了不

同职责的有效分离。 

（3）财务公司通过授信决策和审批机制防止对单一客

户风险的高度集中,防止违反信贷原则发放贷款,防止信贷

资金违规投向高风险领域和用于违法活动；通过贷款风险分

类制度,规范贷款质量的认定标准和程序,确保贷款质量的

真实性。 

2、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管理 

（1）财务公司建立和完善投资决策与审批机制，实行

严格的前后台职责分离，建立中台风险监控和管理制度，通



 

过系统交易直连防止交易员从事越权交易，防止因违规操作

和风险识别不足导致的重大损失。财务公司制定《董事会授

权规则》，实行业务管理分级授权，即根据业务性质和规模，

股东会对董事会，董事会对董事长和总经理合理授权，以明

确股东会、董事会、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投资业务职责、

权限划分，确保决策科学、执行有效；财务公司制定了《有

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和理财、债券、基金、信托等产品投

资业务操作规程，《投资业务审批权限管理操作规程》《投

资业务评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制度，以及《自营证券投资

风险管理操作规程》《证券投资交易对手遴选操作规程》《证

券投资产品比选操作规程》《证券投资产品投后管理操作规

程》，明确了投资业务风险管理总体框架、投资业务交易对

手比选、证券产品备选库管理，以及投后跟踪、预警和应急

管理的机制，以确保财务公司开展的投资业务处于低风险可

控环境。 

（2）财务公司投资业务实行投资决策、运营操作和监

控相互独立、各自受控的风险控制措施；对有价证券投资采

取审慎性原则，并保持合理的期限、品种结构。财务公司董

事会是投资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投审委根据董事会的授权

对投资业务进行可行性分析、决策以及投资管理和监督。投

资交易部交易岗对有价证券投资业务调查评估，承担调查失

误和评估失准的责任；投资交易部客户经理负责对成员单位



 

企业债券调查评估，承担调查失误和评估失准的责任；法务

合规部的风险控制岗负责投资业务风险审查，承担审查失误

的责任；监督审计部负责事后稽核，对业务政策、程序和限

制进行合规性检查。 

（3）财务公司对有价证券投资的持仓情况、盈亏情况、

风险状况和交易活动进行及时有效监控，并建立投资交易风

险和市值的内部报告制度，使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各项风险

指标符合监管指标的要求并控制在财务公司风险承受范围

内。同时，财务公司由投资交易部每月制作宏观经济简报，

结合宏观经济、利率市场等因素对投资市场进行相关统计、

研究与预测，为管理层在制定相应投资对策的同时能有所依

据与参考。 

（4）财务公司于2016年对《证券投资交易对手遴选操

作规程等制度》进行修订，明确了不与异地商业银行机构开

展业务的原则，对交易对手遴选的标准按照行业类别进行细

化，重点突出量化遴选标准，提升交易对手遴选的可操作性

和适用性。财务公司已根据《证券投资交易对手遴选操作规

程》要求，对投资业务交易对手白名单进行精简优化。 

3、资金业务管理 

（1）财务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制定了《银行账户

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存放同业操作规程》《同业

拆借管理办法》《同业拆借操作规程》和《信贷资产转让业



 

务操作规程》等制度，通过加强对同业账户开设、变更、撤

销的审批和管理，严格规范交易对手资质审核和选择流程，

明确操作规范和控制标准，有效控制业务风险。财务公司在

《存放同业操作规程》中明确了对存放同业业务实行交易对

手白名单管理，存放同业交易对手遴选参照投资业务中商业

银行白名单库执行。 

（2）对于资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财务公司始终以加强

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基本职责，强

调效益性服从流动性，确保集团客户资金结算的及时性、安

全性。目前财务公司已初步建立流动性监测与预警机制，

2019年基本完成流动性管理模型搭建。每日由计划财务部根

据上日各类流动性资产、负债情况分别计算人民币、美元及

综合流动性指标，并报财务公司相关部门及各主要领导查阅；

大额资金业务操作前，计划财务部均针对流动性、资本充足

率进行压力测试，确认指标安全后业务方可操作。财务公司

力求通过事前预测与事后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流动性管

理，保证资金备付，防范流动性风险。2019年以来，财务公

司加强了成员单位资金计划统计工作，按周统计重点客户资

金收付，并逐日跟踪、修正数据，提高流动性管理前瞻性。

此外，财务公司已在着手通过新的信息系统建设，实现对流

动性比例的实时监控和预警，并将进一步完善多部门联动的

流动性管理应急机制，确保流动性比例符合监管要求。 



 

4、结算业务管理 

（1）财务公司根据各项监管规定，制定了《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结算业务管理办法》《结

算业务操作规程》《外汇结算业务操作规程》《票据和结算

凭证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及相关操作规程。在成员单

位存款业务方面,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严格执行账户管理的有关规定。对存款人开、销户

进行细致的审查,严格管理预留签章和存款支付凭据,有效

防止诈骗活动；严格执行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使用和保管

重要业务印章的人员不得同时保管相关的业务单证;对现金、

重要空白凭证实行严格的核算管理,严格执行入库、登记、

领用手续,并定期盘点等。 

（2）财务公司制定《反洗钱管理办法》《洗钱和恐怖

融资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操作规程》《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

份及交易记录保存操作规程》和《可疑交易报告操作规程》

等制度，防范洗钱、金融诈骗等非法活动,确保了财务公司

和客户资金的安全。 

5、会计业务管理  

财务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制定并实施会计核算管理

制度；会计岗位设置实行责任分离、相互制约的原则,严禁

一人兼任非相容的岗位或独自完成会计全过程的操作。财务



 

公司明确规定会计部门、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会计部门、

会计人员在各自的权限内行事，对会计处理全过程进行监督,

确保会计账务做到账账、账据、账实、账表相符。财务公司

建立了完备的会计核算和财务会计报告制度,按照规定及时、

真实、完整地披露会计、财务信息,满足股东和监管机构对

会计信息的需求。 

6、信息系统控制 

（1）财务公司制定了《网络及计算机运维管理办法》

《应用系统运维管理办法》《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信

息科技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等管理制度，满足银保监会

《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系统风险管理指引》《信息系统安全

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等监管要求。 

（2）财务公司主营业务系统TMS系统于2018年12月完成

原中海财务、中远财务两套系统整合，至此两家财务公司TMS

系统合并工作全部完成；同月，完成TMS1.7版本升级，升级

后系统运行平稳。财务公司还将于2020年在集团信息化建设

总体框架下，立足行业实际，以统一集中为核心目标，构建

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信息化系统，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坚

实的信息技术支撑。 

（四）信息与沟通机制 

财务公司建立了有效的信息交流与反馈机制,确保董事

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和风险状况,



 

确保每一项信息均能够传递给相关的员工,各个部门和员工

的有关信息均能够顺畅反馈。风险管理的信息交流与反馈机

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财务公司每年开展风险管理和合规管理自评估工作，

自评估报告经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并由董事会决议

通过后上报上海银保监局；财务公司年度审计工作开展情况

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战略发展规划、资本规划等报董

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议并由董事会进行决议。同时，财务

公司将董事会各项意见均及时传达到相关部门和人员。 

2、财务公司设立法务合规部为专职风险管理部门，并

于各部门设立合规联络岗，接受法务合规部监督、指导和评

价；建立内部控制的报告和信息反馈机制，形成报告路线清

晰的内控风险报告体系，包括业务岗向合规联络岗（部门）、

合规联络岗（部门）向合规专岗、合规专岗向法务合规部、

法务合规部向高级管理层或向董事会、监事会或其他委员会

报告的路线等。 

3、财务公司内部加强风险管理的培训与学习,每年开展

六次及以上的法律培训，提高全员风险管理意识；组织法务

合规部及相关业务部门人员参加财协、集团党校各类培训，

增强风险管理能力。 

（五）监督机制 

财务公司设立监察审计部履行内部控制的监督职能，负



 

责对内部控制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审计，及时报告审计发

现的问题，并监督整改；财务公司每年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开

展年度内控评价，建立内部控制问题和缺陷的处理纠正机制,

根据内部控制的检查情况和评价结果,由法务合规部跟踪各

业务部门落实工作。 

（六）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财务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

执行。财务公司在资金管理方面较好地控制了资金安全风险；

在信贷业务方面建立了相应的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程序，使整

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在投资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投资决

策内部控制制度，谨慎开展投资业务，能够较好的控制投资

风险。财务公司在管理上坚持审慎经营、合规运作，内部控

制制度执行有效，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经查阅财务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9

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货币资金（含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73.52亿元，其中存放同业341.34亿元；财务公司2019年实

现利息净收入8.83亿元，利润总额8.23亿元，税后净利润

6.55亿元。 

（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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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有关金融

法规、条例以及其公司章程，持续规范经营行为，不断加强

内部管理。 

（三）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标准值 2019年 12月 

资本充足率 ≥10％ 11.49% 

不良资产率 ≤4％ 0.08% 

不良贷款率 ≤5％ 0% 

流动性比例 ≥25％ 52.23% 

自有固定资产比例 ≤20％ 0.29% 

投资比例 ≤70％ 66.03% 

拆入资金比例 ≤100％ 0% 

担保比例 ≤100% 34.69% 

（四）其他事项 

自成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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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和诈

骗、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和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四、公司及下属公司本年度与财务公司业务相关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

款余额为9.91亿元人民币，无贷款余额。公司在财务公司的

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未发生财务公司因现金头寸不足

而延迟付款的情况。财务公司提供的金融业务服务，交易作

价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就该类型服



 

务所规定的收费标准，定价公允、合理。经过一年的运转，

基本达到了公司本部及时掌控各下属公司的资金情况，降低

资金风险，更好地整合内部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资金成本，体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初衷。 

五、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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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的要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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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经营，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

陷。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

险可控。 

（四）公司将对财务公司风险进行持续评估，以保证在

财务公司的资金安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