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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要求，结合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金

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有关证件资料，并审阅了财务公司包括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在内的财务报告，本钢板材股份

有限公司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内控制度建设、业务和风险状况及

经营情况进行了评估。我们认为：  

1、鞍钢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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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银监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 

2、未发现鞍钢财务公司截至出具风险评估报告日与会计报表编

制有关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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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 

附：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说明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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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说明 

一、 公司基本情况 

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1997 年 8 月 29 日经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筹建（银复[1997]345 号），于 1998 年 3 月 17 日正式成立（银

复[1998]88 号）。公司最初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36,200 万元，由 5 家股东

出资：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出资 30,660 万元，持股比例 84.70%；鞍钢集团国际经济

贸易公司出资 2,490 万元，持股比例为 6.88%；鞍钢实业发展总公司出资 1,500 万

元，持股比例 4.14%；鞍钢附属企业公司出资 1,350 万元，持股比例 3.73%；鞍山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00 万元，持股比例 0.55%。 

1998 年 9 月 10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了“关于内部转让股本的议案”，股东鞍钢

附属企业公司、鞍山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股权转让给鞍山钢铁

集团公司，公司股东由五家变为三家：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出资 32,210 万元，持股

比例 88.98%；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出资 2,490 万元,持股比例 6.88%；鞍钢

实业发展总公司出资 1,500 万元,持股比例 4.14%。 

2008 年 5 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辽银监复[2008]143 号

“关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及变更股权、调整股权结构的

批复”批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00,000 万元（含 500 万美元）。本次变更事项

已经鞍山中科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2008 年 6 月 27 日出具鞍中科

华验字［2008］第 128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鞍山钢铁集

团公司出资 74,03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4.0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00%；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出资 3,723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3.72%；鞍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242 万元，占资本总额的 2.24%。 

2012 年 6 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辽银监复[2012]134 号

“辽宁银监局关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及章程修改的批复”批准，

公司 74.04%的股权由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无偿划转至鞍钢集团公司。本次股权转换

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鞍钢集团公司出资 74,03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4.04%；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00%；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

易公司出资 3,723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72%；鞍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242

万元，占资本总额的 2.24%。 

2014 年 4 月，《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股权变更、注册资本增加及

章程修改的请示》（钢集财[2014]4 号）获得辽银监发[2014]25 号批复，注册资本

金增加及股权变更的工作已于 2014 年 5 月底结束。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20 亿元，



  

其中鞍钢集团公司出资人民币 14 亿元（其中含 5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20%；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2014 年 10 月，《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吸收合并攀钢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并设立四川分公司的请示》获得银监复[2014]766 号批复。2014 年 12 月, 鞍

钢财务公司四川分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2016 年 9 月,经辽宁省银监局核准，公司注册资本由 20 亿元增加至 40 亿元，

其中，鞍钢集团公司出资 28 亿元，持股比例 70%；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8 亿

元，持股比例 20%；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 亿元，持股比例 10%。 

2022 年 11 月，经辽宁省银保监局核准，公司注册资本由 40 亿元增加至 50

亿元，其中：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5 亿元，持股比例 70%；鞍钢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 10 亿元，持股比例 20%；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 亿元，

持股比例 10%。 

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91210300118885772F；

住所：鞍山市铁东区胜利路 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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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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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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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二、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1.公司治理结构 

    建立以“党委核心领导、董事会战略决策、高管层执行落实、监事会依法监

督”的公司治理机制，构建起“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运转规范”的

法人治理结构，提升“三会一层”履职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公司按照《公司章程》中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实行董事

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制定了《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议事规则》《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办法》等制度，

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

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制定了《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及监督



  

办法》和《治理主体决策（董事会授权）事项清单》，对公司重大事项、重大决

策、重大人事任免和大额资金支付明确了决策标准和决策程序。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依照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定期召开会议履行职

责，并完整保留相关会议的议案、决议、纪要和记录等档案资料。董事会下设风

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战略发展委员会，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组织制定

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根据内外部发展状况予以调整和完善；董事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组织制定公司风险管理政策，根据内外部因素予以调整和完善；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负责内部审计重大事项的决策，公司稽核管理部直接向审计委员会负

责。 

公司管理层建立了总经理办公会议制度及专业决策机制，确保董事会授权范

围内重大事项实行集体决策。公司管理层下设全面预算管理委员会、贷款审查委

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绩效与薪酬管理委员会四个专业决策机构，党委下设保

密管理委员会、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管理委员会两个专业决策机构，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职责划分明确，遵循前中后台适当分离的审慎原则。 

2.机构设置与权责分配 

鞍钢财务公司下设 1个分公司（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分公司），

内设 8个管理及业务部门，分别为党委工作部（综合管理部）、财务管理部、风

险控制部（法律合规部）、稽核管理部（纪委、党政督查办）、金融科技部、金

融市场部、公司业务部、结算业务部，代管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制定了《授权管

理办法》《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等，建立了覆盖主要业务领域和重大事项的有效

管理体系，制定了岗位授权、机构授权规定或相关的实施规范。公司稽核管理部

相对独立于经营管理层，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和稽核，直接向董事会负责，

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公司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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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力资源 

公司不断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相关制度，制定了员工的引进录用、离职管理、

劳动合同管理等相关办法，明确了关键岗位和敏感岗位，并制定相关定期岗位轮

换制度，对掌握重要机密的员工离岗做出了限制性规定，对关键岗位人员按照《重

要岗位轮换和休假管理办法》定期进行轮岗和强制休假，建立了员工绩效考核、

晋升与奖惩管理体系。公司注重员工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关键岗位员工

具备较强的胜任能力。 

4.企业文化 

公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制定了《企业文化手册》，对员工行为规范进行规

范，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公司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工作。公司重视

风险文化建设，定期或不定期对员工开展风险管理培训，强化员工的风险意识。 

（二）风险评估 

公司根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操作流程和风

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离、相互监督，对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和控制。 

1.风险管理组织与政策 

公司风险管理组织机构由董事会、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高级管理

层和风险控制部组成。其中：公司董事会对公司风险管理负有最终责任；董事会

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公司风险管理的决策机构；高级管理层对全面风险管理

工作的有效性向董事会负责，负责主持全面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风险控制部具

体负责识别、监控、评估和报告各类业务风险并接受稽核管理部稽核岗的独立检

查。 

公司制定了《全面风险与内部控制管理办法》《风险预警管理办法》《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合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风险管理制度，对目标设定、风险识

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等风险评估过程作出了明确规定，制定了《风险控制手

册》，建立健全了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2.风险评估 

现阶段，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

险、信息系统安全风险等风险。公司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围绕公司发展战

略，针对面临的主要风险制定了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操作风险管理策略包括：

建立完善的内控手册和报告报送机制，当操作风险事件发生后，当事人或知情人

应向部门负责人报告，部门负责人向分管经理报告；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包括：

强化资金头寸管理，公司应收集各类资金流动性监测信息，预测未来短期内的资

金流动缺口，建立流动性风险指标预警机制。当流动性指标出现异常情况时，公

司应根据相关管理制度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信用风险管理策略包括建立公司客户

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严格执行《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办法》，提高信用评级的准

确性和可参考性，有效降低信用风险；信息系统安全风险管理策略包括定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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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风险评估，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与报告体系，公司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管

理委员会负责 IT信息系统的风险管理。 

（三）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和完善了《全

面预算管理办法》《结算管理办法（本外币）》《存款管理办法（本外币）》《存

放同业账户管理办法》《存款准备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

法。对大额资金的筹措及运用需由业务部门提出资金需求，定期召开资金调度会，

讨论资金走向和用途，有效防范资金风险。 

   （1）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对资产负债管理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资金管理、投资决策与风险控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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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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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信贷业务控制 

公司制定了《信贷管理办法》《贷款担保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

法》等信贷业务管理制度，建立了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体系。同时，

加强对企业信用信息数据的管理和贷后跟踪管理，制定了《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管

理办法》《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系统操作规程》等管理办法。 

（1）建立了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办法 

贷款调查评估人员负责贷款调查评估，承担调查失误和评估失准的责任；贷

款审查、审批人员对审查、审批失误承担责任，并对签署的意见负责；贷后管理

人员对检查失误、清收不力承担责任；放款操作人员对操作性风险负责。公司制

订了《贷款审查委员会议事规则》，对贷款审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职责及议事

规则等做出明确规定，公司所有信贷类业务须经贷款审查委员会全体委员三分之

二（含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后方可执行。建立完整的信贷档案，包括贷款申

请、贷款调查、贷款审查委员会审批记录、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等，并定期进行

稽核检查。 

（2）贷后管理 

公司重视贷后管理，对贷出款项的贷后检查、贷款本息回收、信贷风险监管

与预警、不良贷款资产管理进行跟踪。 

公司严格执行《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借款

人建立贷后跟踪档案。对借款人合同执行情况、财务及经营状况等相关信息进行

跟踪，定期形成贷后跟踪报告，内容包括：借款人简介、借款人经营状况、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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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务状况及信贷员意见等。对于中长期贷款还根据对应项目的建设、生产情况，

对中长期贷款风险分类情况实施动态调整。 

3.投资业务控制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谨慎开展投资业务，建立健全

了投资业务各类管理制度，制定了《金融投资业务管理办法》《金融投资业务操

作规程》《金融投资业务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

重大有价证券投资事项需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全体委员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通

过方可执行，做到决策审批与投资执行相分离，前台交易与后台结算相分离。 

4.内部稽核控制 

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度，设立稽核管理部，与纪委、党政督查办合署办公，

以提高内部监督成效。内部审计工作在公司审计委员会领导下，独立行使内部监

督职能，直接对公司董事会负责。 

稽核管理部对公司全部经营管理及其有关人员的经营管理行为，实施审计监

督、揭露和纠正，促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保障公司依法、

稳健经营。稽核人员在每年初订立全年的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确定内部审计目标

及本年度的审计工作重点，并报董事会批准。年度终了，对全年的内部审计工作

进行总结。在内部审计过程中，根据审计项目、内容开展业务条线审计或专项审

计等，对发生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汇报，对责任

人员按《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罚则（试行）》做出处理或处罚。 

5.信息系统控制 

公司目前采用交通银行开发的新一代财资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满足公司业

务经营、风险管理的需要。公司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管理委员会负责对信息系统进

行监督及落实相关制度的执行；公司金融科技部具体负责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工作，并制定了《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保密管理办法》《信息系统应急管理办

法》《运维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各业务部门负责使用该系统，对系统中出现

的问题及时反馈到金融科技部，金融科技部负责监控系统运行情况，实现不断提

高公司业务管理水平，有效防范信息系统风险。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内控机制与风险管理体制完善，建立健全了各项内部控

制制度并得到贯彻执行，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在资金管理方面公司较好地

控制了资金安全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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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方面公司制定了相应的投资决策内部

控制制度，谨慎开展投资业务，能够较好地控制投资风险。在信息系统控制方面

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对业务和管理活动的自动控制水平。公司已按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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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 

三、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1.经营情况 

2022 年，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经营目标，坚持“依托集团、服务客户、

控制风险、科学发展”的经营理念，以集团资金集中管理为中心开展工作，充分

发挥金融职能，完善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加大风险防范力度，拓宽金融服务领域，

在稳固原有传统业务盈利水平的基础上，深挖资本市场潜力，为公司良性、持续

地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359.26 亿元，其中：存

放同业款项 117.96 亿元，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6.07 亿元，发放贷款和垫款 199.50

亿元；负债总额 282.87 亿元，其中：吸收存款 278.99 亿元；所有者权益 76.39 亿

元。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9 亿元，利润总额 5.68 亿元，税后净利润 4.28

亿元。2022 年公司积极面对金融市场的形势变化，不断优化调整传统业务，大力

推进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2.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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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审慎经营的原则，制定各项业务规则和程序，建立、健全内

部控制制度，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管理。公司从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

务不能支付、被抢劫或诈骗、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对上市公司存放资金也未带来过任何安全隐患。 

3.监管指标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

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主要监管指标未经审计数据具体如下： 

（1）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操作

风 险 加 权 资 产

=764,854÷(2,863,530+90,120+143,484)=764,854÷3,097,134=24.70%，大于

10.5%。 

（2）集团外负债余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 

集团外负债余额为 29,556 万元，资本净额为 764,854 万元，拆入资金余额

低于资本净额。 

（3）投资与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70% 

投资余额为 170,810 万元，资本净额为 764,854万元，投资与资本净额的比

例为 22.33%，低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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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20% 

自有固定资产余额为 112万元，资本净额为 764,854万元，自有固定资产与

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0.01%，低于 20%。 

（5）流动性比例 

流动性资产 1,409,911 万元，流动性负债 2,772,075万元，流动性资产与流

动性负债比例为 50.86%，高于 25%。 

   4.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 

  （单位：万元） 

上市公司名称 投资金额 存款 
贷款（含贴现）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422,474.68 29,923.04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 

50,000.00 198,875.76 24,891.83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107,491.85 41,724.27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吸收存款 278.99 亿元，上市公司（鞍钢股份

有限公司、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公司

存款 42.25 亿元、19.89 亿元、10.75 亿元，上市公司在公司的存款余额占财务公

司吸收存款余额的比例为（15.14%、7.13%、3.85%）。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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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情况。截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公司贴现票据余额为 29,923.04 万

元（贴现后财务公司持票且未到期的票面金额合计），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贴现后财务公司持票且未到期的票面金额合计）在本公司贴现票据余额

为 24,891.83 万元，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公司贴现票据余额为 41,724.27 万

元（贴现后财务公司持票且未到期的票面金额合计）。 

综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业绩良好，资产负债比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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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本公司根据

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与经营资质、业务和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风险

管理体系设计与运行存在重大缺陷。 

 

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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