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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的专项审核报告 
 

瑞华   字[2018]37030002 号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

纸业公司”）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合并及公

司的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的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对后附的《上市公司 2017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进行了专项审核。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的

规定，编制和披露汇总表、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审核证据是晨鸣纸业公司管

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核意

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

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

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

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后附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晨鸣纸业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5-11 层 

Postal Address:5-11/F,West Tower of China Overseas Property Plaza, Building 7,NO.8,Yongdingmen 

Xibinhe Road,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100077          

电话（Tel）：+86(10)88095588   传真（Fax）：+86(10)88091199 



 

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

现不一致。 

为了更好地理解晨鸣纸业公司 2017 年度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后

附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审核报告仅供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年报披露之目

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7 年 3 月 27 日 

 
                             

                                                  
 



附表

编制单位：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7年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17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17年度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17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额

2017年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  ——  ——                     -                                 -                             -                     -                     -  ——  ——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  ——  ——                     -                                 -                             -                     -                     -  ——  ——

总    计  ——  ——  ——                     -                                 -                             -                     -                     -  ——  ——

其它关联资金往
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7年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17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17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17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额

2017年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寿光晨鸣美术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155.05                    98,051.12                     792.66        68,659.85        54,336.64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225.91                  202,991.72                  2,079.59      128,082.88      122,214.33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江西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4,586.47                  230,311.95                  4,842.09      309,844.38        49,896.14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海拉尔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91                                 -                             -                     -               19.91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42,604.03                             -          2,466.20        40,137.82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湛江晨鸣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774.81                    69,712.07                     394.31        83,881.19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湛江晨鸣林业发展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501.17                         727.30                     909.87        20,138.34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阳江晨鸣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546.10                      5,640.30                     325.00        15,511.41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1,891.75               1,625,832.32                  3,032.85   1,800,756.92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湛江美伦浆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701.50                                 -                             -      100,701.50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5,438.66               1,191,871.16                12,194.33   1,226,012.63      213,569.75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山东晨鸣纸业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12,337.62                  2,087.52      114,425.14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山东晨鸣板材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71                                 -                             -                     -                 8.71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山东御景大酒店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924.14                      1,520.00                     940.83          1,260.83        34,124.14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黄冈晨鸣林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381.58                      2,841.70                  1,509.24          2,097.20        31,635.32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2017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现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前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寿光晨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67,351.73                             -        67,351.73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寿光晨鸣工业物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4.65                             -               20.65                 4.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海城海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871.40                    28,701.04                  3,115.30          5,502.05        85,185.69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晨鸣林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6.35                         164.36                             -                 5.36             585.35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晨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750.91                      6,425.83                     136.97          6,131.70        22,182.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济南晨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6,100.00                             -        11,000.00        15,100.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富裕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238.90                      1,364.08                             -          9,298.66        11,304.32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晨鸣乾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00.00                      5,502.40                     254.22          5,756.62          5,500.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山东晨鸣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444.45                      5,500.00                     723.49             723.49        19,944.45  销售车  非经营性往来

 寿光鸿翔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830.92                    18,258.11                       83.20        25,645.23             527.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寿光虹宜包装装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81.25                      5,548.75                     101.69          7,731.69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无锡松岭纸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9.14                             6.57                             -                     -             555.71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寿光维远物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4.75                             -                 4.75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寿光晨鸣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45.23                                 -                     123.66          1,568.88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山东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99,245.49               1,432,161.10              102,786.59   1,345,875.84   1,388,317.35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2,001.67                    14,761.68                             -      156,763.35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晨鸣弄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419,441.54                       31.38      381,722.92        37,750.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77,611.62                     677.77          5,645.08        72,644.31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晨鸣万兴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8,498.29                                 -                             -      128,498.29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企业  应收账款          4,670.62                                 -                             -          4,670.62                     -  销售纸  经营性往来

 江西江报传媒彩印有限公司  参股企业  应收账款               69.38                                 -                             -               69.38                     -  销售纸  经营性往来

 阿尔诺维根斯晨鸣特种纸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9.17                                 -                             -                     -             119.17  销售电及汽  经营性往来

 寿光晨鸣汇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99.24                             3.97                             -             203.22                     -  借款  经营性往来

 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                           40.85                             -               37.07                 3.78  采购材料  经营性往来

 寿光市晨鸣水泥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                    13,734.10                             -        10,962.54          2,771.55  采购材料  经营性往来

 寿光晨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               3,741,327.54                             -   3,704,257.15        37,070.39  采购材料  经营性往来

 寿光晨鸣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                    11,431.73                             -        10,849.32             582.41  采购材料  经营性往来

 寿光晨鸣工业物流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                    26,676.68                             -        22,597.30          4,079.38  物流款  经营性往来

 寿光鸿翔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                    10,567.88                             -          9,294.88          1,273.00  采购材料  经营性往来

 寿光市润生废纸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                      5,696.04                             -          5,601.27               94.77  采购材料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寿光晨鸣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                      4,947.28                             -          2,834.87          2,112.42  物流款  经营性往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富裕)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                         163.56                             -                     -             163.56  销售纸  经营性往来

 寿光晨鸣美术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                    19,210.04                             -        19,094.75             115.28  销售纸  经营性往来

 成都晨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326.46                             -                     -          1,326.46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寿光晨鸣汇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                           21.16                             -               18.30                 2.86  销售纸  经营性往来

                    -  非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江西晨鸣天然气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预付账款                     -                    13,101.75                             -        12,055.17          1,046.58  购天然气  经营性往来

总    计  ——  ——  ——   2,413,098.17               9,541,618.55              137,142.52   9,835,630.58   2,256,304.56  ——  ——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关联自然人及其
控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


	2-3 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目   录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2-3-2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适用于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