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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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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号-规范运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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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查阅了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财务公司”）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锦

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等，取得并审阅了财务公司

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与风险状况

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财务公司于 1997 年 10 月正式成立，现有注册资

金 10亿元人民币。财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34784X2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36H231000001 

法定代表人：马名驹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00 号 301室 

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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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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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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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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二级市场投

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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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公司的股权结构： 

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 10亿元人民币，其中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 8.55 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85.50%；锦江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出资 0.95 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9.50%；上海锦江饭

店有限公司出资 0.50 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5.00%。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已建立健全组织架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职责边界

清晰的风险治理架构，确保财务公司在合理的风险水平下安全、稳

健经营。 

（一）内部控制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章程》规定及实际运营需要，财务公司组建了高效、精干的

内设机构。机构职责及岗位设置充分体现了相互牵制、审慎独立、

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财务公司建立了由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

管理层组成的运行机制，并对各自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 

1、财务公司组织架构设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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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业务操作，加强内部控制，搭建风控体系 

（1）按照审慎经营，内控优先的原则，财务公司制订了各项内

部管理制度和流程，主要涉及结算业务、信贷业务、资金管理、风

险管理、法律合规、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和综合事务管理等管理制

度。 

（2）财务公司根据业务开展及风险控制要求，逐步对有关管理

制度和操作流程进行了修订或完善，目前已形成一套比较健全的包

括业务操作、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制度在内的规章制度体系，确保

了各项业务的有序、合规开展。 

3、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稽核，提高风险管控和案件防控意识 

（1）制定有《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内控管理办法》

及《全面风险管理办法》等制度，有效防范财务公司内外部风险，

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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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强化业务部门日常管理，通过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专项检查”的方式，夯实内部稽核监督工

作，对各项经营活动的合规性进行检查、监督，提出内部稽核审计

整改事项并跟踪落实，确保整改到位。 

（3）进行案件风险防控教育，组织相关专题教育活动，剖析案

例，提示风险，警示员工，总结经验，提高风险防控意识，为业务

创新奠定稳健基础。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董事会下设风险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负

责研究并提出其风险管理制度建议。财务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分

级授权管理制度，各部门间、各岗位间职责分工明确，各层级报告

关系清晰，通过部门及岗位职责的合理设定，形成了部门间、岗位

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风险控制机制。风险与合规管理委员会负

责对风险状况、风险管理效率进行分析和评估，提出建议，并向其

董事会汇报。 

（三）重要控制活动 

1、资金业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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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了关于资金管理、结算管理的各项管理办法和业务操作流程，

有效控制业务风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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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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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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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资金结算业务方面，依托财务公司系统，通过代理支付

的方式，及时、准确完成款项支付。 

2、信贷业务控制 

（1）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建立贷前、 贷中、贷后完整的信贷业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

“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管理机制，有效防范信用风险和不良信

贷资产的发生。同时，根据监管机构出台的政策规范文件要求，不

断对业务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进一步规范化信贷业务的开展。 

（2）票据贴现严格按照票据法和支付结算管理办法对票据票面

和信息真实性进行审查，确保票据真实、贸易背景真实；票据再贴

现、转贴现业务流程清晰、 职责明确，并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 

（3）按照监管部门有关规定要求按季度进行贷后检查，主要对

贷出款项的贷款用途、收息情况、逾期贷款和展期贷款进行监控管

理，对贷款的安全性和可收回性进行检查，并撰写贷后检查报告，

同时由风险管理人员对贷后检查工作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3、信息系统管理 

（1）根据业务需要，陆续建设了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信息管理

系统，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功能包括：资金结算、贷款管理等。 

（2）信息系统网络设计遵循内外网隔离原则，系统操作实行授

权和电子签名认证方式，制定了安全有效的数据备份策略，数据库

应用系统实行双机实时备份，保证了信息系统服务的及时性和连续

性。 

（3）建设了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强化信息系统安全管理，

研究推进财务公司安全设备测试，配置防火墙对信息系统核心网络

进行加固，提高信息系统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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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制度，明确运行维护职责和要求，

建立了有效的科技支撑工作机制，为信息系统安全平稳运行提供保

证。 

目前信息系统运行安全、平稳。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财务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制定了相关的业务制度和流程，内部控

制制度完善，并得到有效执行，整体风险可控。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财务公司各项风险的监管指标均符合标准值要求，风险防范能

力较强，整体风险隐患较小。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996,657.94 万元，

所有者权益 161,539.93 万元，吸收成员单位存款 827,283.66 万

元。2022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236.50 万元，利润总额

1,419.84 万元，净利润 1,127.50 万元。 

（二）管理情况 

自开业运营以来，财务公司坚持稳健审慎经营的原则，严格按

照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及财务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遵循

“规范经营，稳健发展、专业服务”的经营方针，稳步推进开展各

项经营活动；加强风险管控，推进制度建设，持续优化业务流程；

强化流动性管控，在确保资金安全和集团支付的前提下，优化资产

配置结构；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促进公司各项业务健康发展。 

目前，财务公司内部控制有效，风险可控，经营状况良好，未

发生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情形，对本公司

存放资金未带来过任何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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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管指标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相关

规定要求。 

指标名称 监管要求 2022 年 6月 30 日 

资本充足率 ≧10% 25.15% 

不良资产率 ≦4% 0 

不良贷款率 ≦5% 0 

资产损失准备 充足率 ≧100% 134.45% 

贷款损失准备 充足率 ≧100% 134.45% 

流动性比率 ≧25% 75.2% 

自有固定资产比例 ≦20% 0.19% 

投资比例 ≦70% 23.86% 

拆入资金比例 ≦100% 0 

担保比例 ≦100% 0 

四、本公司的存贷款情况 

（一）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资金风

险，维护资金安全，本公司制定《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

置预案》，成立在财务公司存贷款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建立存款风

险报告制度，及时取得财务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和监管指标，分析并

出具风险评估报告，如出现重大风险，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制

定方案；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办法；通过变现财务

公司金融资产等方法，确保本公司资金安全。报告期内，本公司未

发生相关风险事项，无需执行相关风险处置措置。 

本公司于 2022 年 3月 24日召开的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根据本公

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本公司在财务公

司贷款每日最高余额上限为 16,000 万元人民币，存款每日最高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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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为 16,000 万元人民币。截至 2022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在财务

公司贷款余额为 0万元、占本公司贷款总额比例为 0%，存款余额为

12,551.30 万元、占本公司存款总额比例为 6.73%，贷款余额和存款

余额分别占本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总资产的 0%、

2.42%，未超过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的存贷款限额。本公司在财务

公司存款比例和贷款比例合理。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并且财务公司

给本公司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平台支持。未发生财务公司因现金

及信贷头寸不足而延期支付的情况，可满足本公司的重大经营支

出。 

（二）本公司非财务公司存贷款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非财务公司贷款余额为 2,194

万元；非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173,979 万元。 

五、本公司对外投资理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外投资理财情况。 

六、风险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自开业以来严格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经营，经营业绩良好

且稳步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较好的控制风

险。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财务公司给本

公司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平台支持。根据本公司对财务公司风险

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风险管理及会计报表的编制存在重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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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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 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