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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 

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为控制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中国华电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华电财务公司”）的持续关联交易风险，结

合华电财务公司 2022 年经营情况和风险控制开展情况，本公司

对与华电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风险评估，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第一部分  华电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一、华电财务公司简介 

华电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由中

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华电集团”）控股，华电集团系统内 6 家

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一家全国性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金

为人民币 5,541,117,395.08 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文峰，公司住所

为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 号楼西楼 10 层（邮编：

100031），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为 L0024H211000001，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17783037M。华电财务公司的股东及其出

资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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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 

1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259,582.839508  46.8466% 

2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17,705  21.2421% 

3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82,308.9  14.8542% 

4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9.0235% 

5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4,730  4.4630% 

6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9,785  3.5706% 

  合    计    554,111.739508  100% 

华电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

问、信用证及相关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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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

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

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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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经营完成及风险管理开展情况 

（一）经营完成情况 

2022 年，华电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29 亿元，其中利息

净收入 11.71 亿元；营业成本 7.20 亿元；利润总额 13.9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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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后净利润 10.94 亿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华电财务公司银行存款 122.01 亿

元，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3.32 亿元。 

（二）风险管理开展情况 

华电财务公司 2022 年未发生重大事件和责任事故，监管指

标全部达标，未发生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规定

情形。其中： 

1、行业监管指标完成值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华电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序号 指标 标准值 2022 年 12 月末实际完成值 

1 资本充足率 ≥10% 12.56% 

2 集团外负债资金比例 ≤100% 0 

3 投资比例 ≤70% 67.79% 

4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

之和占资本净额比例 
≤100% 40.09% 

5 流动性比例 ≥25% 28.26% 

6 不良资产率 ≤4% 0 

7 不良贷款率 ≤5% 0 

2、风险控制措施执行情况 

（1）控制环境  

华电财务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按照《中

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

监事会，确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各

负其责、规范运作、互相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华电财务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能够严格执行股东会对董事会、监

事会的授权，以及落实股东会的各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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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财务公司不断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将规范经营、防范和

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以培养员工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与专业素质及提高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作为基础，通过加强或

完善内部稽核、培养教育、考核和激励机制等各项制度，完善华

电财务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2）风险识别与评估 

华电财务公司编制完成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了风险

管理体系，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

计部门，建立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公司及所属各单

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公司各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

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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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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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风险控制活动 

① 资金管理 

华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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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资金计划管理办法》《资金业务管理办法》《同业

拆借业务操作手册》《存放同业业务操作手册》等业务管理办

法、业务操作流程，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华电财务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循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制定和实施

资金计划管理，同业资金拆借管理等制度，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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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流动性和效益性。 

——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华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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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业务方面，成员单位在华

电财务公司开设结算账户，通过登入公司结算平台网上提交指令

及通过向华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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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融资方面，华电财务公司融资业务的主要方式为同

业拆借。公司同业拆借业务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

部门的有关规定、公司管理办法等内部制度要求办理。 

②信贷业务管理 

——信贷管理 

贷款管理实行客户经理负责制，华电财务公司贷款的对象仅

限于华电集团的成员单位。华电财务公司根据各类业务的不同特

点制定了《授信业务管理办法》《中间业务管理办法》《贷款业务

管理办法》《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担保业务管理办法》《贷

后管理办法》《综合授信额度评价及测算规则》《综合授信实施细

则》《信贷业务操作手册》等规范了各类业务操作流程。建立了

贷前、贷中、贷后完整的信贷管理制度，实现审贷分离、分级审

批的信贷审批流程。 

华电财务公司授信额度的审批及信贷资产的发放由风险控制

委员会决定。信贷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授信及贷款申请，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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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依照风险控制委员的决定进行审批。 

——贷后管理 

信贷管理部门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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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后检查。华电财务公司根据《资产质量分类管理办法》和《资

产减值准备管理办法》的规定定期对信贷资产进行风险分类，按

信贷资产质量计提减值准备。 

③投资业务管理 

华电财务公司为规范其金融股权投资及有价证券业务操作流

程，加强对投资业务的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公司的相

关规章制度，制定了《财务性投资业务管理办法》《股权投资管

理办法》等办法制度。 

①投资时实行双人操作，交易员的所有业务操作流程需经复

核员确认无误后方可实施。 

②财务性投资业务需投资业务部门按项目提请投资决策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报总经理审批同意，方可执行。 

③金融股权投资业务需由投资业务部门提请党委会审批通过

相关投资议案，并报董事会、股东会以及集团公司等决策机构审

议决策，方可执行。 

④内部稽核控制 

华电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

内部审计部门，建立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华电财务

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审计部负责内部稽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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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审计部针对华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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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性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内部控制薄弱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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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信息系统控制 

华电财务公司遵循一个数据中心、四个应用平台、一个基础

设施、两大保障体系，循序渐进地开展系统建设。现有信息系统

包括业务应用平台、综合管理平台、风险管理平台、服务应用平

台，这四大信息平台实现了涵盖基本业务、保障结算安全、服务

支撑的目标，系统运行安全可靠。2022 年无信息安全事件发生。 

（5）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华电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完善的，执行是有效的。 

 

第二部分  报告期内公司与华电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存贷款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华电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

为 62.46 亿元，在其他银行存款余额为 0.37 亿元，在华电财务公

司存款比例为 99.41%；在华电财务公司的融资余额为 126.37 亿

元，在其他银行贷款余额为 785.16 亿元，在华电财务公司的贷款

比例为 13.86%。 

二、对公司经营发展的支持 

1、资金贡献 

华电财务公司了解公司的运作，较商业银行能够提供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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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高效的服务，满足公司投资、运营和发展资金需要。华电财

务公司 2022 年为公司提供资金近 264 亿元，利率为 2.5%-

3.85%。利率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融资利率水平

相同，且不高于向华电集团其他成员单位发放同种类融资业务利

率。 

2、业绩贡献 

公司投资华电财务公司，分享华电财务公司资金运作的收

益。华电财务公司盈利稳定，公司按股比定期取得分红，年均收

益率较高。 

三、公司对关联交易风险采取的控制措施 

1、建立健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在关联交易审议过程中严

格控制关联交易风险，规范管理行为，明确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

和审议程序，严格实施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制度。 

2、公司与华电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严格监控公司

在华电财务公司每日存款不超过约定的最高存款且不超过华电财

务公司给予公司的每日贷款余额的执行情况。结合存贷情况，及

时调整在华电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根据融资需求及资金成本，

加大在华电财务公司贷款的提款力度，提高贷款余额。 

3、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涉及华电财务公司的关联交

易情况，每半年取得并审阅华电财务公司的财务报告，出具风险

持续评估报告，并与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同步披露。 

4、公司制定了与华电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处置预案，

保障资金安全，防范资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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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风险评估结论 

根据对华电财务公司基本情况、经营及风险管理情况的了解

和判断，公司认为，华电财务公司运行稳健，资金安全、资产质

量良好，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符合监管要求，与其开展各项金融服

务业务的风险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