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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喀什地区典当行
年审评审情况报告

根据《典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安部 2005

年 第 8 号）、《典当行业监管规定》（商流通发〔2012〕423 号）

以及《2021 年度喀什地区典当公司年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等相关规定及年审内容，地区财政局金融中心联合三方机

构组成年审评审小组，于 2022 年 6 月 11 日-17 日，对喀什地

区辖区内典当公司从公司治理、内部风险控制、业务经营、监督

配合等方面进行了年审评审。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评审范围。本次年审评审范围为喀什地区辖区内注册

的 5 家典当公司，分别为喀什诚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喀什九鼎

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喀什远方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天鼎典当

有限公司、新疆嘉士得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

（二）评审内容。本次年审评审严格按照《方案》工作要求，

对辖区内 5 家典当公司进行评审，年审评审内容包括不限于：

1.典当行实际经营情况。重点关注典当行是否正常经营，是

否存在“失联”“空壳”等非正常经营情况；

2.典当行注册资本实收情况。重点关注典当行有无虚假出

资、抽逃资金现象或账外经营，净资产是否低于注册资本的 90%；

3.典当行资金来源情况。重点关注有无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

收存款、非法集资、洗钱；与其他典当行拆借或变相拆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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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对外投资；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

介机构、私募投资基金等机构或渠道融资; 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

位或个人借款等违规行为；

4.典当行法人股东存续情况。重点关注 2021 年末典当行法

人股东在市场监管部门的登记注册情况，主要核查法人股东是否

存续，有无违法违规记录；典当行与股东的资金往来情况，主要

核查典当行对其股东的典当金额是否超过该股东的入股金额，典

当行与股东的资金往来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5.典当业务结构及放款情况。重点关注典当总额构成及其真

实性，是否有超比例放款、超范围经营，尤其是有无发放信用贷

款情况；

6.典当行对绝当物品处理情况。重点关注典当行绝当物品处

理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有无超范围经营；

7.当票使用情况。重点关注典当行的所有业务是否按规定开

具了全国统一当票，续当业务是否按规定开具了全国统一续当凭

证，是否存在以合同代替当票和“账外挂账”现象，是否存在自

行印制当票行为，开具的当票、续当凭证与真实的质、抵押典当

业务是否相对应。

8.息费收取情况。重点关注典当行利息及综合费率是否超过

规定范围，有无预扣当金利息行为；

9.典当行及其分支机构许可事项变更情况。重点关注是否存

在违规变更情况；

10.典当行规范人员管理情况。重点关注典当行的董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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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下列情形:有犯罪记录;担任因经营不

善破产清算或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负有个人责任;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被有关部门联合惩戒。

11.典当行信息化使用情况。重点关注典当行是否安装使用

“全国典当行业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准确录入典当业务相关信

息;是否按时报送月报信息;系统报表是否与手工报表数据一致。

（三）评审方式。评审方式采取现场查看、调取相关资料和

调查谈话等方式进行，根据《典当管理办法》、《典当行业监管规

定》，按照《方案》年审内容，对典当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典

当经营许可证、公司章程、当票、借款合同、业务台账、当户档

案、财务报表、年度审计报告等进行查看，并同公司负责人、部

门负责人等相关人员谈话，全面掌握典当公司经营情况。评审工

作结束后，年审评审小组向被评审公司出具《现场检查工作底

稿》，说明公司管理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评审情况出具典

当公司年审“A 类”、“B 类”、“年审不通过”的评审结果。

二、经营情况

（一）基本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全地区典当公司公

司资产总额 4526.29 万元，负债总额 583.54 万元，所有者权益

3942.75 万元，公司 2021 年收入 249.26 万元，费用 277.42 万元，

营业利润-28.16 万元。

（二）风险控制情况。喀什远方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

低于注册资本的 90%，对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的典当余额未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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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的 25%；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高于注册

资本的 90%，对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的典当余额超过注册资本的

25%；喀什诚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天鼎典当有限公司、新

疆嘉士得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净资产高于注册资

本的 90%，对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的典当余额未超过注册资本的

25%。

三、评审中发现的问题。年审评审小组逐一对辖区内 5 家典

当公司进行了现场评审检查，根据其提供的相关资料，按照年审

内容逐项进行了检查，共发现公司管理不到位、典当业务开展不

规范等 7 个方面 10 个问题。

（一）人员配置不齐全

1.人员配置不齐全

人员配置不齐全共涉及 1 个市 1 家企业，喀什天鼎典当有

限公司实际工作人员仅有会计和出纳，无专业鉴定评估人员。

以上行为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第七条“申请设立典当行，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熟悉典当业务的经营管理人员及

鉴定评估人员；......”的规定。

（二）无典当行经营许可证和办公场所

2.无实际经营场所

无实际经营场所共涉及 1 个市 1 家企业，喀什远方典当有

限责任公司位于喀什市慕士塔格路新隆大厦 05 号的经营场所已

停止使用，并张贴出转租广告。

以上行为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第七条“申请设立典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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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和办理业

务必需的设施；……”的规定。

3.无典当行经营许可证和必要的办公实施

无实际经营场所共涉及 1 个市 1 家企业，喀什远方典当有

限责任公司已将典当行经营许可证和当票，上交相关金融监管部

门，且不具备开展业务必要的人员和设备实施。

以上行为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许可证

被收回后，典当行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的规定。

（三）典当业务开展不规范

4.未按照规定办理抵押登记

未按照规定办理抵押登记共涉及2个县市2家企业，分别为：

喀什天鼎典当有限公司为当户张建忠办理的典当金额为 1.5 万

元的机动车抵押典当业务，当户和典当行均未到车辆管理部门办

理质押登记手续；新疆嘉士得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

2021 年为喀什远东陶瓷有限公司办理的典当金额为 140 万元的

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2022 年为王玉剑办理的典当金额为 200

万的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未依法到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抵

押登记手续。

以上行为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典当行经营

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应当和当户依法到有关部门先行办理抵押

登记，再办理抵押典当手续。…典当行经营机动车质押典当业务，

应当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质押登记手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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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期未开展典当业务

5.连续 17 个月未开展业务

喀什远方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1 年开始至今，未开展收

当、续当、赎当、绝当物处置等业务。

以上行为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区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

开展 2021 年度典当行年审工作的通知》（新金函 2022〔40 号〕）

“……年审中存在下列违法违规行为之一的，不得通过年

审：……（三）领取《典当行经营许可证》满 6 个月仍未开业，

或者开业后无正当理由不能正常营业，自行连续停业达 6 个月以

上的；……”年审不通过认定条件。

6.部分续当原始票据缺失

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续当当票号码为

65081035213 的保管联缺失。

以上行为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典当行和当

户应当真实记录并妥善保管当票。......”的规定。

（五）违规开展典当业务，公司经营风险较高

7.自有资金投资不规范

自有资金投资不规范共涉及 1 个市 1 家企业，喀什诚隆典

当有限责任公司以前年度将注册资本金用于投资房产和国有土

地使用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2 处，分别是喀什市解放南路

468 号 611.97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喀什市阔纳夏马勒巴格

路 1769.72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房屋 3 处，分别是喀

什花园路 4 号 3 幢 1 层不动产房屋面积 116.51 平方米，喀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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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南路 468 号 1 幢 1 至 2 层不动产房屋面积 1328 平方米房，

喀什市益康医药有限公司家属院1号楼2单元262室不动产房屋

面积 117.43 平方米。

以上行为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典当行不得

有下列行为：（一）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款；（二）与

其他典当行拆借或者变相拆借资金；（三）超过规定限额从商业

银行贷款；（四）对外投资。”的规定。

8.对自然人典当余额超过注册资本的 25%

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向当户朱春庆办理典当

业务 7 笔，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当户典当余额为 477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重为 47.7%。

以上行为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典当行的资

产应当按照下列比例进行管理: ......(二)典当行对同一法人或者

自然人的典当余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 25%。......”的规定。

(六）变相抽逃资本金

9.变相抽逃资本金 250 万元

喀什远方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09 月 30 号向股东兼

法人郑晓峰实际控制企业新疆远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借资金

250 万元，截止检查日未收回。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条“公司

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

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

罚款”的规定。

https://baike.so.com/doc/6432069-6645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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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

10.未提供年度审计报告，且未向监管部门报送

喀什远方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未聘请会计事务所，对年度财务

情况进行审计，未向金融监管部门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以上行为不符合《典当行业监管规定》第二十九条“加强

典当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督管理。典当企业每月应通过全国典当行

业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如实填报经营情况和财务报表。年度要填

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对

本行政区域内企业上报信息系统的数据进行审核。”的规定。

四、评审结果

本次评审结果是依据《典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公安部 2005 年 第 8 号）、《典当行业监管规定》（商流

通发〔2012〕423 号），结合喀什地区财政局印发《2021 年度

喀什地区典当公司年审工作方案》相关内容进行审定。根据现场

检查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喀什诚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喀什九

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天鼎典当有限公司、新疆嘉士得典当

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属于“整改后合格”企业，年审

结果建议定位“B 类”；喀什远方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年审结果

建议“年审不通过”。

五、相关建议

（一）针对公司管理不到位，人员配置不齐全的问题。建议

相关县市金融监管部门，督促相关公司：一是按照《典当行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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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规定》相关规定，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公开经营范围和收费

标准，自觉履行告知义务；二是聘请熟悉典当业务的经营管理人

员及鉴定评估人员作为工作人员，增强运营能力，促进企业持续

向好发展；三是按照《典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

经营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规范企业运营。

（二）针对无典当行经营许可证和办公场所的问题。建议相

关县市金融监管部门，督促相关公司：一是尽快按照《典当行管

理办法》，购置或租赁适合典当业务开展的营业场所，并向监管

部门申请变更营业执照及典当行业经营许可证的相关信息；二是

依照《典当管理办法》及《典当行业监管规定》，尽快向监管部

门申请典当行经营许可证，依规依规开展典当经营业务。

（三）针对典当业务开展不规范的问题。建议相关县市金融

监管部门，督促相关公司：一是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等相关规章制度，保障借款双方的合法权力及义务，要求当

户在当票上签章；二是开展房地产抵押和车辆质押典当业务时，

向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和车辆管理部门，办理抵押和质押登记手

续；三是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典当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合法合规开展典当业务；四是真实详细填写典当物

品登记表，确保当物的规格、大小、成色，与典当物品登记表一

致，分别由经办人和复核人审核确认后，存档保留。

（四）针对长期未开展典当业务的问题。建议相关县市金融

监管部门，督促相关公司聘请专业人员担任公司工作人员，合规

开展典当业务，增强公司运营能力，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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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档案管理不到位，部分当票缺失的问题。建议相关县

市金融监管部门，督促相关公司：一是严格按照《典当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将当票保管联及时存入当户档案；二是加强档案管理，

制定专人对当户的当票、信息及典当物品的管理，防止当票丢失；

三是进一步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制定当物、当品、当票的档案管

理标准、样式，提高档案质量。

（六）针对违规开展典当业务，公司经营风险较高的问题。

建议相关县市金融监管部门，督促相关公司：一是严格按照《典

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合规开展典当业务，严禁经营发放信用

贷款、动产抵押、对外投资等违规业务；二是加强对《典当管理

办法》的学习，提升公司经管管理人员业务水平，树牢风险意识；

三是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整改，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合理确定当户

当金，杜绝对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的典当余额超过注册资本的

25%的问题再次发生。

（七）针对变相抽逃资本金的问题。建议相关县市金融监管

部门，督促相关公司立即收回借出款项，尽快充实公司资本，规

范企业运营管理，严禁抽逃资本金的情况再次发生。

（八）针对未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的问题。建议相关县市

金融监管部门，督促相关公司：一是严格执行会计制度，及时对

公司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和监督；二是尽快聘请

会计事务所，对公司年度经营情况进行审计，出具年度审计报告，

并向监管部门报送；三是进一步完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同时，

加大对财务人员培训力度，提升财务人员专业能力，确保公司账

https://baike.so.com/doc/6432069-6645745.html


11

务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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