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1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白银供应链尽职调查管理体系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 

白银供应链尽职调查政策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严格遵守《LBMA 负责任白银指南》，

建立白银供应链尽职调查管理体系，对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杜绝与

涉及如下行为的供应链合作方进行合作： 

1. 人权侵犯行为，包括使用童工、酷刑、非人道以及侮辱人格对待

方式、广泛的使用暴力或其他严重反人权强迫劳动、战争罪、反人类

罪或种族灭绝罪； 

2. 向非法武装组织或向通过供应链非法控制矿区、交易商、其他中

介机构、运输线路的公共或私人安全部队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或在

整个供应链内非法征税或敲诈钱财或矿产品（“非法武装组织、公共

或私人安全部队”）； 

3. 通过贿赂或欺诈掩盖白银原产地； 

4. 为遵照政府有关来自受冲突及高风险区域的矿产品的提取、贸易

及出口税费要求； 

5. 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 

6. 资助冲突； 

7. 从事高风险经营业务，例如武器、赌博、古董和艺术品、教派和

其领导人； 

8. 受益人是政治敏感人物或通缉人员；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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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与河南豫光金铅

股份有限公司白银的采购、加工、销售相关的所有供应商及相关合作

伙伴（包括白银生产商、中间商、白银交易商、出口商和运输商）。 

 

二、白银供应链公司内部组织架构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为白银供应链尽职调查专门设立了

调查管理小组，组织结构如下： 

 

 

白银供应链组织结构人员主要职责： 

1、合规总监 

合规总监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审批审批与供应商合作合同

的审批，包含是否与高风险供应商合作，合同签订后对供应商的审查

合规总监：苗红强 

财务部合规
专员：晁二

文 

原料部合规专员：
王洪峰 

贵金属冶炼厂合
规专员：张敏 

进出口部合规专
员：张志宽 

贵金属仓库
合规专员：

苗军 

合规管理员：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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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2、合规管理员 

协助高级管理人员全面负责白银供应链尽职调查事务，对白银供

应链上的所有事情负责，确保公司整个白银供应链符合风险管理规

定，并能有效识别风险、规避风险。负责白银供应链尽职调查及风险

控制的培训，起草和更新白银供应链政策，为高级管理者提供准确的

信息。 

（1）有权监查白银供应链尽职调查过程，并评估尽职调查是否充分

进行；如果认为必要，有权要求提供附加文件或信息。  

（2）如果存在高风险供应链或交易，需要及时向业务分管副总汇报。  

（3）定期对员工进行白银供应链规则培训，起草和更新白银供应链

规则，为高级管理层履责提供准确的信息。  

（4）每年至少一次对重要客户进行现场调查；  

（5）协助与鼓励白银原料供应商及白银交易客户承诺遵守白银供应

链尽职规则；  

（6）如出现异常情况需及时向合高级管理者报告。  

3、原料部及进出口部负责原材料采购，确保矿粉、原材料供应的长

期性、稳定性、安全性，并拒绝与高风险地区的相关企业、组织或国

家合作。  

4、财务部合规专员 

财务部合规专员其职责为完整保存所有客户的交易凭证。 

（1）交易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出入库单、客户相关合法资质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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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保存至少 5 个会计年度； 

（2）如出现异常情况需及时向合规风控官报告。 

5、贵金属冶炼厂合规专员 

组织白银投料生产做好投料记录，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封闭式流

程，确保白银生产加工的安全性与可追溯性。 

6、贵金属仓库合规专员 

（1）仓库管理员应按照客户进行分类作好白银的入库、出库记录。 

（2）如出现异常情况需及时向合规风控官报告。 

 

三、管理体系  

1、制定和发布公司关于 LBMA 负责任白银供应链尽职调查政策  

1.1 公司发布关于 LBMA 负责任白银的公告，告知供应链合作方严格

遵守公司白银供应链管理制度，并公开接受社会各界及全公司内部员

工的监督。  

1.2 公布公司白银原料采购承诺，承诺遵守《LBMA 负责任白银指南》，

积极参与并支持 LBMA 含银原料的可追溯性工作，严格遵守白银供应

链无冲突冶炼厂计划要求，公司不与提供来自冲突影响地区及高风险

地区的白银原料供应商进行交易。  

 

2、尽职调查流程  

2.1 在交易前，将公司负责任白银供应链管理政策及要求明确告知对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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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向供应商、客户发放尽职调查表，具体内容详见尽职调查表，收

集相应的资质与资料。  

2.3 跟踪、收回尽职调查表，并进行风险评估。  

2.4 编制尽职调查报告。  

  

3、尽职调查内容  

3.1 供应商包括矿产矿产白银供应商、再生白银供应商。 

3.2 尽职调查客户包括贸易商、买家等；  

3.3 在采购、销售交易发生前，要了解供应商、客户对于来自受冲突

影响地区、高风险区域及存在其它风险情况区域的供应链采购、销售

情况。  

3.4 尽职调查应包含供应链资质情况、白银原料产地识别，采矿许可

证，采矿情况信息证明是否侵犯人权、是否违规操作等，开采能力数

据等。  

  

4、尽职调查措施  

4.1 建立供应链客商档案。包括名称、法人、地址、联系方式、运营

方式、交易合同等。  

4.2 对既有供应链需进行年度评估，如有新的供应商或客户，需要及

时对其进行风险评估，符合体系要求方可进行交易。  

4.3 确定供应链没有任何的洗钱、诈骗或恐怖主义行为。  

4.4 定期获取供应链公司的经营状况及交易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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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针对矿产白银供应商，在交易前，需要获得如下信息：  

a)白银的产地来源信息  

b)采矿许可证  

c)提供进/出口白银或者精矿许可证  

d)采矿情况信息证明  

e)定期对矿产白银客户进行尽职调查  

4.6 针对回收白银供应链客商，在交易前，需要获得如下信息：  

a)再生白银供应商需提供合法的商业关系，包括再生银来源证明、收

益人等信息  

b)公司会持续不断的对再生白银客户进行尽职调查  

  

5、风险评价标准  

5.1 直接评定为高风险标准  

a)矿产白银(含银精矿)或再生银的源头、白银销售区域经过或途经冲

突影响地区或人权侵犯高风险地区。  

b)矿产白银来源于一个已知储量有限、资源有限或预计白银产量有限

的国家。  

c)再生白银来自于已知、白银销售至众所周知或被怀疑其白银来自于

或途经冲突影响地区和人权侵犯高风险地区。  

d)白银供应交易方其他已知上游公司、白银销售客户位于高洗钱风险

的国家。  

e)供应方、其已知上游公司、白银销售客户中对其有重要影响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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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是政治敏感人物。  

f)供应商、其已知的上游公司、白银销售客户从事于高风险业务，如

武器、博彩业、古董和艺术品、教派和其领导人。  

g)来自、途经的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包括 CFSP 公布的冲突战乱国家

和地区、被联合国制裁的国家或地区、FATF 公布的洗钱高风险国家和

地区。  

5.5.2 评价方法：以尽职调查表内容为基础，结合实际收到供应商、

客户的对应的资料情况，以各项目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打分，最终确

定风险等级。  

5.5.3 评价标准  

a)风险评价项目详见表《白银供应链尽职调查风险评价标准》(矿产原

料类、再生原料类、客户类)。  

b)风险等级  

矿产原料类：评分值(R)≥80 分，低风险；  

40 分≤R＜80 分，中风险；  

R＜40 分，高风险；  

再生原料类：评分值(R)≥50 分，低风险：  

30≤R＜50 分，中风险；  

R＜30 分，高风险；  

客户类：评分值(R)≥50 分，低风险：  

30≤R＜50 分，中风险；  

R＜30 分，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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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应对措施  

a)低风险：继续交易，降低风险。  

b)中风险：暂停交易，直至降低为低风险。  

与供应商沟通促进其指定和实施改善措施，在 6 个月之内确认风险符

合本规定的要求后继续交易；如果供应商在 6 个月内拒不提供相关合

法性证明文件和整改报告，公司应将其判定为高风险供应链，停止与

其交易。具体要求如下：  

对于大规模开采的白银、手工及小型矿开采的白银、再生银：使用可

信的独立来源的文件、数据和信息来核实情况，从矿山到精炼厂，供

应链中每一家公司(包括白银生产商、贸易商、出口商和运输商)的收

益所有人和政府监控名单信息都要求要核实。  

c)高风险：停止交易，断绝风险，将其列入公司黑名单，3 年之内不

能与公司交易。  

  

6、白银供应链尽职调查培训  

6.1 公司每年对白银供应链中的员工进行该规定的培训，并将培训计

划纳入年度培训计划当中。  

6.2 涉及白银供应链的员工必须参加，并通过培训签到的形式进行相

关培训确认。  

6.3 采用讲解授课方式，并进行考核。  

  

7、供应链追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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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建立供应链追溯系统，收集并维护每一批次的供应链信息，包括

为每一输入及输出分配一个单独参考编号：  

a）白银产品向上追溯（白银—原料）  

   - 含银物料类型（矿产白银/再生白银）；  

   - 入库重量和分析报告；  

   - 原料入库日期和成品入库日期；  

b）白银产品向下追溯（白银—顾客）  

   - 顾客信息；  

   - 交易重量和分析报告；  

   - 出库日期；  

  

8、记录的保留  

8.1 按照 LBMA 要求保留充分的供应链文档记录，以证明已遵照适当

及持续的尽职调查。  

8.2 保留供应链追溯系统的记录。  

8.3 记录保存 5 年。  

  

9、白银供应链违规行为、事项上报程序  

9.1 公司白银供应链相关工作人员如发现违规行为、事项，应及时向

所在单位、分子公司合规专员进行书而或电话报告，合规专员向所在

单位、分子公司分管领导进行报告，同时将发现的违规行为、事项及

处理建议及时向公司合规专员报告，公司合规专员向公司白银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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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领导小组组长汇报。  

9.2 发现存在有关白银提取、运输或贸易的系统性或广泛人权侵犯行

为，或者供应商向非法的非政府武装组织提供直接或直接支持，或者

欺诈掩盖白银的原产地或者存在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等事项时，通报

与该供应商解除合同关系，相关业务员立即实施。  

9.3 发现可能存在有关白银提取、运输或贸易的系统性或广泛人权侵

犯行为，或者供应商向非法的非政府武装组织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

或者欺诈掩盖白银的原产地或者存在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等事项时，

立即暂停交易，并对供应链客商进行专项调查，结合调查的结果来确

定是否继续进行交易。  

  

10、白银供应链交易监控  

10.1 为确保公司白银供应链交易符合 LBMA 白银负责任指南要求，与

公司对于供应链调查评估的风险一致，保证公司白银的来源合规合

法，公司应获取收到的每一批原料的相关资料。  

10.2 重量和品质数据，运输单据(货运单、航运单、铁路大票、形式

发票等)，进出口相关单据，能够获取的其他资料信息。  

10.3 交易过程中出现高风险交易情况，业务人员必须要求客户提供相

应资料进行相互印证，核实是否真实相符，同时进行交易背景调查，

情况不一致的需要通过调查并得出书面调查结果。  

10.4 每年合规专员组织实施 LBMA 负责任白银年度内部合规性审核，

并编制年度合规性报告，并向公司 LBMA 负责任白银供应链管理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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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领导报告。  

  

11、白银供应链第三方审核监督  

11.1 由指定认可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开展年度第三方审核，确保持续改

进。  

11.2 针对第三方审核机构在审核过程中提出的风险、问题，涉及白银

供应链管理的部门、分子公司，需认真对照问题，制定改进措施、时

限、责任人等。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0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