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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续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中国北方

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控制度等规定，

公司通过查验包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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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并审阅了其2022年上半年资产负债

表及利润表等经营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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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概况 

 （一）财务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28日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

监复〔2011〕32号)批准成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亿元 

法定代表人：孙国龙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黄河大街 83 号 810 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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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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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

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2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亿元） 

持股比例

（%） 

1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60 60 

2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4.80 30 

3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8 8 

4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0.32 2 

合计 16.00 100 

（二）财务公司经营情况 

财务公司 2021年度及 2022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财务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立了党总支委员会、股东会、董事会、

监事会和经理层，并明确规定了董事会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财务公司治理结构健全，按照决策系统、监督

反馈系统、执行系统互相制衡的原则，建立了分工合理、职责明确、

项目 2022 年 6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012,989,756.63 12,107,914,234.32 

负债总额 11,822,188,554.25 10,009,859,031.10 

吸收存款余额  11,510,774,371.71  9,561,533,368.60 

所有者权益 2,190,801,202.38 2,098,055,203.22 

项目 2022 年 1-6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76,296,269.40  276,432,851.60 

利润总额  123,661,332.22  142,700,598.39 

净利润  92,745,999.16  107,020,017.82 

注：财务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 

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为其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提供了必要的前

提条件。 

财务公司组织结构图如下： 

董事会负责保证财务公司建立并实施充分且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

负责审批整体经营战略和重大政策并定期评价执行情况；负责确保财

务公司在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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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经理层采取必要措施识别、计量、监测并控制风险；负责

审批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负责保证经理层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充分性

与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估。 

董事会下设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薪酬与审计委员会。战略与

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根据财务公司总体战略，审核其风险管理和内部

控制制度，并对其实施情况及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指导其信用、市

场、操作和合规等风险建设，定期评估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状况、风险

承受水平，以确保财务公司从事的各项业务所面临的风险可控；监督

和评价风险管理部门的设置、组织方式、工作程序和效果，并提出改

善意见；对财务公司分管风险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工作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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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薪酬与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并评价公司的内部控制及内部审计制

度及其实施；审核财务公司的财务报告及其程序，审查财务公司会计

信息及其重大事项披露；监督和促进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对经董事会审议决定的有关事项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等。 

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财务公司职务的行为；

检查财务公司的财务；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纠正其损害财务公司

利益的行为。 

经理层负责制定内部控制制度，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充分性与有效

性进行监测和评估；负责执行董事会决策，落实内部控制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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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组织机构，保证内部控制的各项职责的有效履行。 

信贷审查委员会由财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负责审议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客户授信方案；审议各类信贷业务；审

议信贷资产质量五级分类结果；审议与信贷管理有关的其他事项等。 

财务公司设置综合信息部、金融市场部、营业部、资金财务部、

信贷管理部、风险合规部、审计部七个内部职能部门。 

（二）风险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对各项业务制定了全面、系统的制度和审批流程，在经

营范围内实行统一的业务标准和操作要求，各部门间、各岗位间职责

分工明确，各层级报告关系清晰，通过部门职责的合理设定，形成了

部门间、岗位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风险控制机制。战略与风险管

理委员会负责对风险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估。 

（三）重要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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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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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重要空白凭证及银行 U 盾管理办法》《票据贴现业务管理办法》

《结算业务管理办法》《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存放同业管理办法》《同

业拆借业务操作细则》《票据贴现业务操作细则》等业务管理办法和业

务操作流程。 

（1）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财务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循《管理办

法》对资产负债的管理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资金计划管理、风险控

制管理、同业资金拆借管理等制度，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性、效益性

和流动性。 

（2）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 

（3）在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业务方面，财务公司严格执

行账户管理的有关规定，以信息系统为支撑，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

快捷、通畅，数据具有较高安全性。财务公司严格执行货币资金内部

控制规范，支票、预留银行财务专用章和预留银行名章由不同人员分

管，并严格执行财务预留印鉴带出申请审批制度和带章外出制约机制。 

（4）对外融资方面，财务公司具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会员

资格，其同业拆借业务仅限于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拆入或拆出

资金，自身不存在资金安全性风险，实际操作程序规范。 

2.信贷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的贷款对象仅限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包钢（集团）公司〕的成员单位，其根据各类业务的特点和需

求，制定了《授信业务管理办法》《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委

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电子银行

承兑汇票签发业务操作细则》《融资租赁业务管理办法》《担保业务管

理办法》《法人客户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等制度，建立了贷前、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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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后完整的信贷管理制度。 

（1）建立了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办法 

财务公司根据其《授信业务管理办法》，明确其信贷审查委员会须

对全部企业客户授信项目进行审议。信贷管理部就授信事项提出部门

意见，并报送信贷审查委员会审批。在授信审批的基础上，总经理有

权审批单项贷款业务。单笔 5 亿元人民币（含）以下的流动资金贷款

由财务公司信贷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批；单笔 5 亿元人民币（不含）以

上的流动资金贷款由财务公司信贷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报其董事

会审批。 

（2）贷后管理 

财务公司信贷管理部负责对贷出款项的贷款用途、收息情况等进

行监控管理，对贷款的安全性和可收回性进行检查，收集借款单位的

财务报表、动态掌握借款人的经营活动状况。 

3.会计核算控制 

为规范财务公司会计核算，真实、完整提供会计信息，财务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准则、《管理

办法》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包钢（集团）公司要求和财

务公司实际，制定了《会计核算暂行办法》，规范了其会计核算流程。

财务公司会计岗位设置分工明确、责任分离，严格执行不相容岗位的

分离原则；会计核算严格按照会计准则执行，并设置了必要的复核程

序，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保

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4.内部审计控制 

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度，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部，制定有《审计工作规定》《现场审计操作规程》《离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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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审计管理规定》等制度，明确了审计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和内部审

计操作规程等，对财务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 

审计部针对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业务和财务活动的合

法性、合规性、风险性、准确性进行监督检查，在制度管理、制度完

备性、合规性等方面向管理层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5.信息系统控制 

财务公司制定了《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办法》《综合业务管理系统故

障应急管理办法》《计算机软件正版化工作管理制度》《信息科技外包

管理制度》《信息科技数据管理办法》《信息内控制度》《采购管理实施

细则》《信息网络及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及操作规范，健全

规范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管理工作。 

财务公司依托九恒星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智能资金管理平台，

已建成覆盖整个包钢（集团）公司的资金管理系统，并由其提供后续

服务支持。财务公司信息系统业务功能模块包括资金结算、网上金融、

财务核算、评级授信、信贷业务、风险管理、CA 认证及电子签章、权

限管理、电子回单管理、报表模块等，实现了结算管理、信贷管理、

资金计划、报表管理、用户管理及权限分配、审批流程管理等相关业

务处理功能，BP 银企直联系统等。财务公司已开通中国银行、农业银

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

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十家商业银行的银企直连。票据系统模块与

上海票据交易所 ECDS 系统直连，结售汇系统模块进行结售汇业务并且

接入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结售汇业务报送，对接包钢（集团）公司全

面预算管理 NC系统。 

三、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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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情况  

财务公司坚持稳健经营原则，严格按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会计准则》《管

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

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发现财务公司与

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贷、稽核、信息管理等方面的风险控制体系

存在重大缺陷；财务公司未曾发生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

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未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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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受到中国银保监会

等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和责令整顿。 

（二）监管指标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务公司各项监管财务指标符合《管理

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经营业务资产负债比例要求。具体如下：  

1.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0%。 

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为 24.36%，符合规定。  

2.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财务公司拆入资金余额为 0，符合规定。 

3.担保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财务公司担保余额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41.49%，符合规定。 

4.短期证券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40%。  

财务公司短期证券投资为 0，未开展相关业务。  

5.长期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30%。  

财务公司长期证券投资为 0，未开展相关业务。 

6.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20%。 

财务公司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0.09%，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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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56.02亿元、贷

款余额为0.02亿元（合并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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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公司做出如下风险评估结论: 财务公司具

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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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定；未曾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计算机

信息系统严重故障、被诈骗、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和刑事案件

等重大事项；未曾因违法违规收到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行政处

罚或责令整顿；未曾发生可能影响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

易或经营风险等事项；未发现存在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

隐患的事项。财务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内控健全，

经营业绩良好，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