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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的专项审计说明 

信会师报字[2019]第 ZB10115 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公司”）2018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以

下简称“汇总表”）。该汇总表已由贵公司管理层按照监管机构的有关

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一、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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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规定

编制汇总表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

制，以使汇总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计

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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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汇总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的汇总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

会计师考虑与汇总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

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汇总表

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专项审

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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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 201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况汇总表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编制

以满足监管要求。 

 

四、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使用目的的限制 

我们提醒汇总表使用者关注，汇总表是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为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要求而编制的。

因此，汇总表可能不适于其他用途。本专项审计说明仅供贵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

表的审计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海山（项目合伙人）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田玉川  

 

 

 

                     2019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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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 

 

编制单位：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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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18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18 年度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18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18 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 

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小计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小计                     

总计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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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期初往

来资金余额 

2018 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18 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18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18 年期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 

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珠海市千层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75.37 693.20  1,768.57  
 

非经营性往来 

滁州华艺柔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6.95 3,246.55  4,003.50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合信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94.53  4,694.53   非经营性往来 

福建长信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09.16 3,361.74  6,070.84 0.06  非经营性往来 

福州福瑞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50.00  950.00  
 

非经营性往来 

海宁合兴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50.00  5,550.00  
 

非经营性往来 

合肥合信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12.59 32,234.33  31,335.36 2,811.56 
 

非经营性往来 

合肥合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2.44 5,021.78  5,301.54 32.68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合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05.16 69,634.80  71,439.96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合兴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79.35 7,199.24  7,585.89 792.70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世凯威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600.00  5,600.00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兴合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0  400.00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合信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24.53 13,276.69  18,301.22  
 

非经营性往来 

山东世凯威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8.51    168.51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合信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12.75 681.00  4,378.00 715.75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合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784.46 31,557.21  36,857.98 15,483.69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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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43.47 3,733.16  6,453.80 422.83 
 

非经营性往来 

营口市合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0.49 55.28  165.77  
 

非经营性往来 

香港世凯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0.00  660.00  
 

非经营性往来 

福建合信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840.00  10,840.00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雄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74 2,285.90  2,196.11 170.53 
 

非经营性往来 

新乡合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67.20 2,699.41  3,400.10 566.51 
 

非经营性往来 

新疆裕荣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62.20 4,972.74  2,516.35 4,118.59 
 

非经营性往来 

珠海佳信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2.65 850.00  917.65 275.00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华艺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05.00  1,405.00   非经营性往来 

昆山合兴惠宇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4.34    114.34  非经营性往来 

淮安合兴惠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33    45.33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世凯威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95 951.88  950.82 18.01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合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4.95 168.00  80.00 232.95  非经营性往来 

绍兴市合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991.26 2,100.00  8,091.26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市融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05.00   3,805.00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市鑫洋翔合信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9.65   45.00 34.65  非经营性往来 

大庆华洋数码彩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00.00 500.00  500.00 6,200.00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夏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91.24 535.42  745.00 581.66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乐开盒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00 10.00  85.00   非经营性往来 

合众创亚（武汉）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36.45  4,358.47 877.98  非经营性往来 

河北兴合万盛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60   11.60 -  非经营性往来 

合众创亚（沈阳）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35.25  413.67 4,721.58  非经营性往来 

合众创亚包装（南京）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533.85  8,077.07 6,456.78  非经营性往来 

江西合兴赣联包装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2.61   82.61   非经营性往来 

江苏文兴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66   0.66   非经营性往来 

合众创亚（天津）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80.20  2,517.37 1,962.83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合嘉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  200.00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创亚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24.00  1,922.00 602.00  非经营性往来 

合众创亚（呼和浩特）包装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39.88  3,164.50 1,875.38 

 
非经营性往来 

南阳统包合信纸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15 7.20  17.35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合道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79.31  5,179.31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紫兴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0   2.10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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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汇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0.00  550.00  
 

非经营性往来 

 合众创联（广州）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599.00  2,842.23 6,756.77  非经营性往来 

 珠海合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0.22 3,122.86  3,443.08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合兴智能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30 3.00   9.30  非经营性往来 

 滁州世凯威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5.00  265.00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华奕柔印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00.00  3,7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合众创亚（成都）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05.50  4,799.19 906.31  非经营性往来 

 合众创亚（广州）包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30.49  4,358.31 972.18  非经营性往来 

 合众创亚渤海（天津）包装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16.77  1,925.17 91.60  非经营性往来 

 合众创亚盛道（大连）包装有限

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7,059.92  3,188.37 3,871.55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合兴包装销售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230.00  110.00 120.00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合兴包装销售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72.15  0.15 72.00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合信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3,211.00  2,591.00 620.00  非经营性往来 

 江西世凯威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200.00   2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

属企业           

总计 
   

64,445.38 299,269.69   300,813.46 62,901.61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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