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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TCL 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 

的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

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通过查验 TCL 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财务公

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

审阅了 TCL 财务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损

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对其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关风险

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TCL 财务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由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筹建，

2006 年 9 月获得原银监会的开业批复，2006 年 11 月 8 日正式开业运营，公司金

融许可证机构编 码 L0066H344130001 ，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1300717867103C。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TCL 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等值人民币 15 亿元，共

2 家股东, 其中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2.3 亿元，占比 82%，TCL 华

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出资 2.7 亿，占比 18%。 

TCL 财务公司经营业务范围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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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3）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4）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5）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6）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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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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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9）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10）从事同业拆借； 

（11）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12）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13）有价证券投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

短期融资券、企业债、货币市场基金、新股申购； 

（14）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15）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 TCL 科技集团成员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16）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境外资金境内归集、境内资金

集中管理、外债额度集中、境外放款额度集中、经常项目集中收付业务）；    

（17）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普通类资格，仅限于从事由客户发起的远期

结售汇、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利率掉期与期权六种产品的代客

交易业务）； 

（18）延伸产业链金融服务试点业务（“一头在外”票据贴现业务和“一头在

外”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二、TCL 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1、组织架构及运行情况 

TCL 财务公司已建立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

公司治理架构，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稽核监察委员会、授信管理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其中，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识别、计

量、监测涵盖各项业务风险的制度、程序和方法，确保风险管理和经营目标的实

现；稽核监察委员会负责制订对各项业务的稽核制度，制订监察制度，负责对公

司经营管理和业务运作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授信管理委员会是公司的信贷

业务审查的权力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公司的投资业务审查的权力机构。各委

员会均对公司董事会负责，委员会成员由董事、监事、管理层、有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或外部专家组成。公司设置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管岗位，前台包括公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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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部、现金管理部、机构市场部；中台包括财务管理部、风险管理部；后台包括

人力行政部、信息科技部、稽核审计部，部门权责明晰。 

2、控制活动 

（1）授权管理与内部控制情况 

TCL 财务公司依据《授权管理办法》对高级管理层实行直接授权与转授权

相结合的逐级有限授权制度，报告关系清晰。总经理在董事会的授权项下，实行

自上而下的授权，副总经理对总经理汇报工作。TCL 财务公司由总经理负责日

常经营管理工作，各分管副总经理各自分管前中后台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的部

门经理向分管副总经理或总经理负责，执行和汇报日常经营工作。 

（2）结算业务控制情况  

TCL 财务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照《收付

款结算业务管理办法》《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业务操作

流程开展业务，做到首先在程序和流程中明确操作规范和控制标准，有效控制了

业务风险。  

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TCL 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在监管部门颁布的规范权限内严格操作，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

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业务方面，成员单位在 TCL 财务公司开设

结算账户，通过登入 TCL 财务公司业务管理信息系统网上提交指令或通过向

TCL 财务公司提交书面指令实现资金结算，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快捷、通畅，

同时具有较高的数据安全性。现金管理部所有手工业务均采用双人操作，一人经

办，一人复核，保证入账及时、准确，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3）信贷业务控制情况  

公司金融部以公司信贷规章制度为指导，严格执行贷款“三查”制度，认真调

查信贷业务贸易背景、资金需求的真实性、合法性，严格审查借款人提供的采购

合同、增值税发票，贷款发放后，按季开展贷后检查，加强信贷资金用途管理，

确保信贷资金用途合法。 

（4）内部稽核控制  

TCL 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制定了较为完整的内部稽核审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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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公司的各项经营和管理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稽核审

计部负责 TCL 财务公司内部稽核审计业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业务

和财务活动的合法合规性、安全性、准确性、效益性进行监督检查，针对稽核审

计中发现的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管理不完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向管理

层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5）信息系统控制  

TCL 财务公司的核心系统—资金管理平台集客户管理、资金管理、信息管

理于一体，融业务处理、流程控制、风险管理为一身，主要包括企业网银系统、

财务公司业务系统与银行的银企直联系统、CA 数字安全认证系统、电子签章系

统，有效整合了账户管理、收付核算、信贷融资、信息采集、决策分析等一体化

运作功能。 

3、内部控制总体评价情况 

TCL 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善，执行有效。在资金管理方面，公

司较好的控制了资金流转风险；在信贷业务方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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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TCL 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TCL 财务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191.04 亿元，其

中存放央行款项 5.73 亿元，存放同业款项 121.74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62.93 亿

元；负债合计 172.79 亿元，其中各项存款 166.54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8.26

亿元，其中实收资本 15 亿元，未分配利润 4969.26 万元。同期，TCL 财务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2.09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48 亿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1 亿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TCL 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122.46 亿元，净资产 18.71

亿元，2020 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0.46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0，经营情况良好。 

 

（二）管理情况  

TCL 财务公司一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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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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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计准则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管

理。公司根据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发现与 TCL

财务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贷、投资、稽核、信息管理等风险控制体系存

在重大缺陷。  

（三）监管指标  

序号 指标 标准值 2020 年 9 月末实际值 

1 资本充足率 ≥10% 18.13% 

2 拆入资金比例 ≤100% 25.26% 

3 担保比例 ≤100% 17.02% 

4 投资比例 ≤70% 1.53% 

5 自有固定资产比例 ≤20% 0.02% 

6 短期证券投资比例 ≤40% 0% 

 

四、关联公司在 TCL 财务公司的存贷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关联公司在 TCL 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91.06 亿

元，贷款余额 63.98 亿元。 

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 TCL 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

在重大缺陷，TCL 财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

存在风险问题。 

综上，TCL 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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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情况，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的相关规定要求。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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