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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他 关 联 方  

资 金 占 用 情 况 的 专 项 说 明  

 

大华特字[2018]002533 号 

 

丝路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丝路视

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路视觉公司）2017 年度财务报表，

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8 年 4 月 8 日签发了大华

审字[2018]00600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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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规定，就丝路

视觉公司编制的 2017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资金占用情况汇总

表（以下简称“汇总表”）出具专项说明。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该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

性是丝路视觉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

丝路视觉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不一致。除了

对丝路视觉公司实施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关联方交





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方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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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17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

2017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17年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关联方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
人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深圳丝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                             1,145.12                             1,055.79                             1,145.12                             1,055.79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深圳黑潮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                                        -                                446.92                                  44.69                                402.23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1,145.12                            1,502.71                            1,189.81                            1,458.02                            --- ---

ArcShadowCorp.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76.20                                    4.75                                371.4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武汉深丝路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231.69                             1,059.17                                172.52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广州丝路数字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1.13                                431.42                                337.76                                344.78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成都深丝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5.20)                             1,243.33                                645.82                                172.31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深圳圣旗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89.01                                        -                                  25.09                                963.92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深圳市瑞云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7.91                                  51.02                                270.11                                788.81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旗云国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2.99                                    4.89                                  23.05                                234.82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南京深丝路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495.61                             1,131.17                                364.43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润禾互动视觉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9.11                                  54.94                                  72.00                                  92.0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珠海丝路数字视觉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6.13                                    6.49                                        -                                292.62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深圳市丝路蓝创意展示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43.34                             5,250.15                                477.82                             5,515.68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昆明丝路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96.49                                  55.18                                  41.31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3,214.42 10,242.23 4,101.92 9,354.70 --- ---

总计 --- --- --- 3,214.42 10,242.23 4,101.92 9,354.70 --- ---

注：“深圳丝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圳黑潮互动娱乐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处置，不再是本公司的子公司。

  附件：

丝路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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