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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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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10487 号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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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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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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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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是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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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欣丝绸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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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强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汤晶 

 

 

 

 

中国·上海              二 O 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附件：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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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期

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18 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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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8.75 8.75 

 
房屋租赁 经营性占用 

  浙江苏嘉房地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0.19 0.19 
 
货物销售 经营性占用 

  嘉兴市嘉欣教育培训咨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0.10 0.10 
 
货物销售 经营性占用 

  嘉兴苏嘉欣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0.99 0.99 
 
货物销售 经营性占用 

  江西嘉鹰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77 1.77 
 
货物销售 经营性占用 

小计       - 11.80 11.80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

制的法人  
无     

    
    

小计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

属企业 

上海嘉欣丝绸进出口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53 2,247.79 2,196.30 59.02 货物销售 经营性占用 

应收股利 
 

480.00 240.00 240.00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嘉兴市融晟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0.07 20.07 

 
房屋租赁 经营性占用 

应收股利 
 

12.83 
 

12.83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嘉兴环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34 184.35 188.69 
 
货物销售、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嘉兴市秀洲区嘉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股利 
 

378.00 378.00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浙江芯动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0.80 0.80 
 
货物销售 经营性占用 

浙江银茂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股利 
 

46.31 46.31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浙江银茂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0.06 0.06 
 
提供劳务 经营性占用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应收账款 6.48 426.14 432.62 
 
货物销售 经营性占用 

浙江佛兰思科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0.17 0.17 

 
货物销售 经营性占用 

小计       18.35 3,796.52 3,503.02 311.85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嘉兴优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9.83 
 

69.83 -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应收账款 
 

11.71 11.71 -  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应收股利 154.18 487.35 641.53 -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浙江嘉兴太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66.85 66.85 -  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嘉兴联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利息 
 

19.87 19.87 - 资金占用费 非经营性占用  

其他应收款 336.18 
 

32.30 303.88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应收股利 
 

442.00 442.00 -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浙江嘉欣兴昌印染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630.00 630.00 -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应收账款 - 278.32 278.32 -  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嘉兴梦欣时装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1.31 2,485.95 2,279.10 498.16  货物销售、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应收股利 - 127.00 127.00 -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浙江嘉欣丝丽制衣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20.45 903.00 997.04 126.41  货物销售、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其他应收款 
 

59.88 
 

59.88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应收股利 
 

248.00 248.00 -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嘉兴中欣制衣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41.41 776.92 957.93 60.40  货物销售、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应收股利 
 

41.00 41.00 -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嘉兴市特欣织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4.22 2,177.49 1,904.78 306.93  货物销售、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嘉兴金三塔丝针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2.29 130.49 124.46 98.32  货物销售、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嘉兴诚欣制衣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97.01 3,495.24 4,278.85 413.40  货物销售、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其他应收款 1,238.76 
 

763.87 474.89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应收股利 
 

1,418.00 1,418.00 - 已宣告发放的股利 非经营性占用  

  

嘉兴市嘉欣艾得米兰服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33.84 0.13 433.97 -  货物销售  经营性占用 

  其他应收款 2,850.00 
  

2,850.00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应收利息 183.25 
 

58.15 125.10 资金占用费 非经营性占用  

  

嘉兴天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8.99 128.99 -  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其他应收款 500.00 300.00 
 

800.00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应收利息 
 

119.86 119.86 - 资金占用费 非经营性占用  

  嘉兴市晟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7 0.76 0.51  提供劳务  经营性占用 

  浙江嘉欣苗木城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130.00 
 

4,340.00 6,790.00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浙江金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6,421.91 6,421.91 -  货物销售  经营性占用 



  

 

  其他应收款 17,862.66 20,920.00 
 

38,782.66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应收利息 
 

1,717.19 1,717.19 - 资金占用费 非经营性占用  

  嘉兴市嘉欣西电产业园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5 1.25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占用 

  阜阳兴欣制衣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96     44.96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广西嘉欣丝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85.00 
 

2,045.00 140.00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浙江嘉欣金三塔丝绸服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576.38 1,528.99 1,862.84 3,242.53  货物销售、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等  经营性占用 

  其他应收款 75.87 
 

69.23 6.64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42,672.64 44,983.62 32,531.59 55,124.67     

总计       42,690.99 48,791.94 36,046.41 55,436.52     

          

          
法定代表人：周国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玉祁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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