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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以下简称企业内部

控制规范体系），结合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

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我们对公司2017年12月31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

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一. 重要声明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规定，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其有效性，并如实披露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是公司董事会的责任。监事会对董事会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经理层负责组织

领导企业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

律责任。 

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

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实现发展战略。由于内部控制存在的固有局限性，故仅能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

合理保证。此外，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导致内部控制变得不恰当，或对控制政策和程序遵循的程度降低，

根据内部控制评价结果推测未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风险。 

 

二. 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1. 公司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是否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2.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有效 □无效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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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是否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4.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适用 √不适用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

的因素。 

5. 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是否与公司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结论一致 

√是 □否  

 

6.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是否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一致 

√是 □否  

 

三. 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 

(一). 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公司按照风险导向原则确定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 

1. 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包括：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销售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香港）有限公司。 

2. 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占比： 

指标 占比（%）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的资产总额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之比 84.43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的营业收入合计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总额之比 83.33 

 

3. 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业务和事项包括: 

（1）内部环境层面包括组织结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社会责任、企业文化； 

（2）控制活动层面包括销售业务、资产管理、采购业务、资金活动、研究与开发、工程项目、担

保业务、业务外包、财务报告； 

（3）控制手段层面包括全面预算、信息系统、合同管理、内部信息传递。 

4. 重点关注的高风险领域主要包括： 

（1）安全风险：作为化学品生产企业，生产运营的安全风险一直存在。2017 年公司管理主题为

“安全管理年”，公司已实施了并持续严抓工艺纪律和劳动纪律、开展反应机理和危害研究、引进新的

有资深经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引入新的外部先进咨询机构和理念等一系列措施来杜绝安全生产事故。

安全生产没有终点，万华未来将始终坚持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确保风险可控,为此,公司决定把 2018

年的管理主题定为"安全管理深化年",持续在生产装置全生命周期的本质安全、人员培训等多方面加强

深化安全管理工作。 

（2）获利产品和市场单一风险：公司自 2011 年以来，就意识到公司面临营业收入大部分来自聚

氨酯类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获利产品和市场相对单一的风险。因此，加大海外和其他产业的投资力

度，近年来石化、精细化学品发展快速。未来公司还将坚持在做大做强聚氨酯板块的同时，将大规模的

投资主要集中在石化、精细化学品和新材料以及海外生产基地材料等方面，2017 年公司正式启动了烟

台工业园二期工程和美国 MDI 项目的前期工作，同时积极进行集团整体上市，将欧洲博苏化学注入上市

公司，随着这些举措的实施，万华将真正成为一个具备全球竞争力和高抗风险能力的国际一流化工新材

料公司。 

（3）原料采购及汇率风险：原油市场的动荡，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上游原材料市场具有诸多的

不确定性，烟台工业园全面投产以来，原料采购的品种和数量迅猛增加，特别是国际性采购逐步增加，

因此公司面临一定的原材料采购及汇率风险。为应对此风险，公司加强了对原材料市场的观察及分析，

提高了对市场规律的把握，同时增强了全球采购战略寻源能力。同时加强对现存及未来可能的外汇敞口

的全面分析、评估，通过动态调节外币借款余额及远期结购汇的方式进行汇率规避。 

（4）人力资源储备供应不足的风险：随着国际化和相关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公司在烟台工业园、

珠海基地的建设以及匈牙利 BC 公司的整合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未来西南基地、美洲基地的

陆续建设以及大量新产品的市场营销都是对人员储备的考验。公司为应对人力资源储备不足的风险，公

司进一步强化了“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的观念，加大了引才、留才、育才的力度，利用优良的文化

吸引和感召更多优秀的海内外人才。 



5. 上述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涵盖了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方面，是否存

在重大遗漏 

□是 √否  

6. 是否存在法定豁免 

□是 √否  

7. 其他说明事项 

无 

(二). 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依据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依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及公司的制度流程，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  

1. 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调整 

□是 √否  

 

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认定要求，结合公司规

模、行业特征、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等因素，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研究确

定了适用于本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并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 

2.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 重要缺陷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定量标准 

利润总额潜在错

报 

错报≥利润总额 5% 利润总额3%≤错报<利润

总额5%  

 

错报<利润总额3%  

 

资产总额潜在错

报 

错报≥资产总额 1% 资产总额 0.5%≤错报<资

产总额 1% 

错报<资产总额 0.5% 

营业收入潜在错

报 

错报≥营业收入总额 1% 营业收入总额0.5%≤错报

<营业收入总额1%  

错报<营业收入总额 0.5% 

 

说明: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缺陷性质 定性标准 

重大缺陷 重大缺陷:单独缺陷或连同其他缺陷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告中的

重大错报。出现下列情形的,认定为重大缺陷:  

    （1）控制环境无效;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舞弊并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和不利影响;  

    （3）外部审计发现当期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公司未能首先发现;  

    （4）已经发现并报告给管理层的重大缺陷在合理的时间内未加以改正;  

（5）公司审计委员会和公司内部审计部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无效。 

重要缺陷 重要缺陷:财务报告过程中出现单独或多项缺陷,虽然未达到重大缺陷认定标准,但

影响到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目标。出现下列情形的,认定为重要缺陷:   

    （1）未按公认会计准则选择和应用会计政策;  

    （2）未建立防止舞弊的控制措施;  

      

 

一般缺陷 一般缺陷:未构成重大缺陷、重要缺陷标准的其他缺陷。 

说明： 

    

3.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 重要缺陷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定量标准 

直接财产损失金

额 

直接财产损失金额在人民

币 1000 万元(含 1000 万

元)以上,对公司造成重大

负面影响并以公告形式对

外披露。 

直接财产损失金额在人民

币 500 万 元 ( 含 500 万

元)---1000万元或受到国

家政府部门处罚但未对公

司造成负面影响。  

直接财产损失金额在人民

币 500 万元以下或省级

(含省级)以下政府部门处

罚但未对公司造成负面影

响 

        

说明：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缺陷性质 定性标准 



重大缺陷 出现下列情形的,认定为重大缺陷: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2）决策程序不科学导致重大决策失误;  

    （3）重要业务制度性缺失或系统性失效;  

    （4）重大或重要缺陷不能得到有效整改;  

    （5）安全、环保事故对公司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形;  

    （6）其他对公司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形。  

 

重要缺陷 重要缺陷:重要业务制度或系统存在的缺陷;内部控制内部监督发现的重要缺陷未

及时整改;其他对公司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情形。  

 

一般缺陷 一般缺陷：一般业务制度或系统存在缺陷;内部控制内部监督发现的一般缺陷未及

时整改。 

 

说明： 

    

(三).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1.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1.1. 重大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1.2. 重要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陷 

□是 √否  

1.3. 一般缺陷 

公司发现的一般缺陷均已纳入公司考核体系，已按规定时间整改完成。 



1.4.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存在未完成整改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

缺陷 

□是 √否  

1.5.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存在未完成整改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

缺陷 

□是 √否  

2.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2.1. 重大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2.2. 重要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陷 

□是 √否  

2.3. 一般缺陷 

公司发现的一般缺陷均已纳入公司考核体系，已按规定时间整改完成。 

2.4.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发现未完成整改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

大缺陷 

□是 √否  

2.5.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发现未完成整改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

要缺陷 

□是 √否  

四. 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1. 上一年度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本年度内部控制运行情况及下一年度改进方向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已经董事会授权）：廖增太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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