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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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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公司）通过查验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财务公司）的《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等资料，

并审阅了财务公司 2022 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对其经营资

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 

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股权结构：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51.00%；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占比 49.00%；  

财务公司是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 非 银 行 金 融 机 构 ， 金 融 许 可 证 机 构 编 码 为

L0211H211000001。2015年 5 月 12日，获北京银保监局开业

批复，目前是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内唯一拥有金融牌照机

构。 

财务公司目前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39854814H 

法定代表人：朱书红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9 号一层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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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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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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

证券投资（固定收益类）;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业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财务公司按照“三会分设、

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设立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和管理层依照相关议事规则和管理制度行使决策权、监督权、

管理权，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形成决策系统、执行系

统、监督反馈系统互相制衡的公司组织结构。 

财务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财

务公司高管层下设信贷审查委员会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各委

员会能够按照董事会制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定期召开

会议，能够向董事会提供专业意见或根据董事会授权就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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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进行决策，定期与高级管理层及各部门交流信息、提出

意见和建议。公司设置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管岗位，前台

包括结算业务部、信贷业务部、投资业务部；中台包括计划

财务部、风险管理部；后台包括综合管理部（党群工作部）、

审计稽核部、信息科技部，部门权责明晰。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实施由风险管理部组织，审计稽核

部监督，各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根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

定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标准化操作流程、作业标准和

风险防范措施，主要包括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各部门

责任分离、相互监督，对自营操作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

评估和控制。 

（三）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财务公司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各项规

章制度，制定了资金管理、结算管理的各项业务管理办法和

业务操作流程，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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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业务方面，

财务公司主要依靠业务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系统控制，严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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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结算的安全、快捷、通畅，同时具有较高的数据安全性。 

2.信贷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信贷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

银团贷款、委托贷款、融资租赁、保函、电票承兑业务和电

票贴现业务等。信贷业务均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要求开展，

每笔业务均经由信贷部调查、风险部风险合规审查、贷审委

审议后，提请有权人审批同意并签订合同。贷后管理合规开

展，业务流程清晰规范，相关材料存档有序。 

3.风险控制 

风险管理部门依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发布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全面风险管

理，负责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对重要风险指标进行

监测，对内部控制活动进行风险评估。 

在对信贷业务的风险控制方面，一方面审慎控制新增授

信及续贷事宜，合理调配信贷资金投放，逐步将资金引导流

向骨干企业和经营效益较好、还款能力较强企业。另一方面

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和漏洞，持续跟进

处僵治困政策要求和工作进展，根据贷款行业分布、到期情

况以及贷款企业实际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资金状况，对不同贷

款企业提出有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措施，信贷资产质量处于可

控区间。 

4.内部稽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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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设立了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发布了内部审计

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财务公司的各项经营活动进行内部

审计和监督。审计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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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性进行监督，有效防范操作风险。对内部控制中的薄弱环节、

管理不完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向各部门和管理层

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5.信息系统控制 

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加强非银行金融

机构信息科技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信息科技

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开展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通过建

立健全的信息科技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严格划分信息系统

开发、测试、生产运行与使用部门职责，严格落实科技项目

管理、研发与测试、生产运行与维护、物理与环境安全、网

络安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及信息保护等各 6项控制措施。

财务公司在建立信息系统控制制度中，做到了权责分配和职

责分工明确、流程清晰、操作规范，授权和审批程序科学合

理。 

（四）风险管理总体评价 

财务公司的各项业务均能严格按照制度和流程开展，无

重大操作风险发生；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

业务运营合法合规，管理制度健全，风险管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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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1,912,112.27

万元，负债总额 1,783,055.03万元，所有者权益 129,057.24

万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21,010.13万元，实现

利润总额 7,364.30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5,523.23万元（以

上数据为快报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单位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营业收入 万元 21,010.13 13,676.66 

利润总额 万元 7,364.30 6,124.33 

净利润 万元 5,523.23 4,593.25 

 

项目 单位 2022年 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万元 1,912,112.27 1,772,516.47 

负债总额 万元 1,783,055.03 1,648,982.46 

所有者权益 万元 129,057.24 123,5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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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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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根据对

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未发现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管理、信贷业务、内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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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等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三)监管指标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具体如下： 

序号 监管指标 2022年 6 月 30日 

1 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0% 13.78% 

2 自有固定资产比例不得高于 20% 0.06% 

3 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70% 42.08% 

4 拆入资金比例不得高于 100% 0% 

5 担保比例不得高于 100% 4.34% 

四、本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 

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本公司严格按照《金融服务协

议》及其项下年度交易上限与财务公司开展存贷款等金融业

务。 

（一）与财务公司存款业务（单位：人民币万元） 

每日存款限

额不高于 
利率范围 年初余额 存入金额 取出金额 期末余额 

1,000,000 0.455%-2.1% 703,224.86 5,956,990.72 5,824,191.30 836,024.28 

（二）与财务公司贷款业务（单位：人民币万元） 

每日贷款限额 利率范围 年初余额 贷款金额 还款金额 期末余额 

不超过 

授信总额 
2.8%-4.35% 370,150 305,000 277,250 397,900 

（三）授信或其他金融业务（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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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型 授信总额 年初余额 新增 偿还 期末余额 

票据贴现 截止 2022年 6月

30 日总授信额度

为 1,396,210万

元。 

—— —— —— —— 

开具承兑汇票 1,160.64 620.00 810.64 970.00 

开具保函 21,830.00 —— 21,830.00 —— 

注：财务公司给公司的授信不区分贷款、票据承兑和贴

现、保函，授信额度混用。 

五、持续风险评估措施 

本公司制订了资金风险控制措施，以保证在财务公司的

存款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存款风险。本公

司及时取得财务公司定期财务报告，评估财务公司的业务与

财务风险，如出现重大风险，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制定

方案。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从未

发生因财务公司头寸不足延迟付款等情况。 

本公司一贯重视现金管理和筹融资管控，每年编制年度

资金预算与债务融资方案，对年度内重大经营性支出和投资

性支出做出资金安排。本公司依托良好经营业绩，充分发挥

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优势，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持续

增长。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未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公司银行存款余额为 854,867.44 万元、长短期等各类金融

机构借款余额为 1,654,152.50 万元；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

余额占公司上述货币资金余额的 97.80%；公司在财务公司借

款余额占公司借款余额的 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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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未影响本公司的正常

经营。 

六、风险评估意见 

经查阅财务公司相关资料，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

《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严格按中国银保监会《企业集

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经营，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

程、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管控流程等均受到中国银保监会的

严格监管。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目前未发

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

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存在重大风险。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