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天职业字 [2019]150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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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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业字[2019]15079 号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建材”）财务报表，包括2018年12月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

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19年3月18日签署了天职业字

[2019]1256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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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修订）》的要求，北新建材编制了后附的上市公司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以下简称“汇

总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北新建材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

责任是对汇总表所载信息与已审计财务报表进行复核。经复核，我们认为，北新建材汇总表在所有

重大方面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保持了一致。除复核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信息执行额外的审计或

其他工作。 

为了更好地理解北新建材2018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

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中国·北京 

二○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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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      

上市公司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表一  与现大股东、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常性资金占用       

编制单位：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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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王兵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杨艳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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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续表）           

表二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及其他关联方       

编制单位：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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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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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企业及其他

关联方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335.76          235.01           232.07          338.7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宣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19           70.00            70.92           13.2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安徽郎溪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35.18           75.47            96.34           14.3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广德新杭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26.56            15.65           10.9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兴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39.70           88.58           127.99            0.2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江苏溧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46.25          195.31           190.00           51.5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63            1.40             3.0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北新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5.23           25.42                   30.65  电费 经营性往来  

北新集成房屋（北京）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02                          11.00            6.0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房屋（连云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5.76            1.05             6.8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塑管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931.94             931.94  
货款、房租、物业

费及电费 
经营性往来  

保定筑根新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46.13              46.1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百安居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参股公司 应收账款          25.54              25.5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54.72              54.7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20.06              20.0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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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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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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222.96             222.9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厦门销售中心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0               1.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参股公司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2               1.3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天津市世纪北新建材销售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238.25             238.2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房屋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38          452.32           452.19           14.51  
货款、房租、物业

费、土地租赁费 
经营性往来  

北新轻钢房屋（北京）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0.15            8.07             8.2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房屋(黑龙江)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0.10            3.92             4.0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平邑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66.29            65.59            0.7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赣州章贡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合营企业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31.51            24.03            7.4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合营企业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3.43           113.57           19.8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江西兴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合营企业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67.66            57.42           10.2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合营企业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93.40            83.41            9.9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房屋（成都）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6.42           116.4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集成房屋制造（海南）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3.54             3.5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建材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0.18             0.1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枣庄盖泽炉窑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0.41             0.4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湖州煤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3.26             3.2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建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0.28             0.2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建投商贸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22.83            22.8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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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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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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联装备集团北新机械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40            11.40   销售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集团坦桑尼亚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22.14            22.1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梦牌新材料（平邑）有限公司 本公司所属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44.24            44.2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新塑管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54.12              54.12  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中联装备集团北新机械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85.24             85.24   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4.44           39.52            43.80            0.16  检测费 经营性往来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1.30             1.12            0.18  检测费 经营性往来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1.57               1.57  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1.02              1.02  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0.20              0.20   会务费 经营性往来  

苏州天山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0.12              0.12   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安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1.85              1.85  检测费 经营性往来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2.12              2.12  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中建材凯盛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105.30                  19.14           86.16  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之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 预付款项                       73.06            47.32           25.74  设备款、检测费 经营性往来 

合计          2,203.16        2,024.27         1,983.90        2,243.53    

法定代表人：王兵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杨艳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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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续表） 

        表三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编制单位：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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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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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北新建塑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65.10   3.02 2,862.08 借款、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住宅产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636.24 30,158.13  31,157.48 22,636.89 代支工程款及土地款、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故城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40 1,050.31  1,071.71  
募集资金项目拨款（信息化建设）、

代垫款项、代支工程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绿色住宅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280.05 9,348.36  9,348.36 9,280.05 代支工程款、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新乡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40 105.95  127.35  
代支工程款、募集资金项目拨款（信

息化建设）、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40 134.93  156.33  
募集资金项目拨款（信息化建设）、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平邑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43.80 71.13  1,062.90 52.03 
代支工程款、代垫款项、募集资金项

目拨款（信息化建设） 
非经营性往来 

中建材创新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909.57 75,032.64  67,845.00 61,097.21 
募集资金项目拨款、借款、代支工程

款及土地款、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天津）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654.55 28,124.91  22,987.43 23,792.03 
募集资金项目拨款、借款、代支工程

款及土地款、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嘉兴）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68.97 7,231.05  6,757.80 3,842.22 
募集资金项目拨款（项目及信息化建

设）、代垫款项、借款、代支工程款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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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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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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新建材（昆明）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28.83 17,536.08  9,345.86 11,319.05 
募集资金项目拨款、借款、代支土地

款、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陕西）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675.66 15,524.01  12,396.14 10,803.53 

募集资金项目拨款（项目及信息化建

设）、借款、代支工程款及土地款、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天地人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2   1.12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湖南)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4.77 1,354.29  778.33 850.73 代支工程款、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井冈山)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9.89 13,015.53  6,213.05 7,202.37 
募集资金项目拨款（项目及信息化建

设）、借款、代垫款项、代支工程款 
非经营性往来 

龙牌涂料(北京)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76 703.93  326.33 397.36 
募集资金项目拨款（品牌建设）、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梦牌新材料（宁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三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400.00  1,000.00 6,400.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安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1.10  211.10  
代垫款项、募集资金项目拨款 

（信息化建设）、代支工程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7.02  77.02  
代垫款项、募集资金项目拨款 

（信息化建设） 
非经营性往来 

宁波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2.07  132.07  
代垫款项、募集资金项目拨款 

（信息化建设）、代支工程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淮南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9.28  139.28  
代支工程款、募集资金项目拨款 

（信息化建设）、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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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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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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3.38  183.38  
代垫款项、募集资金项目拨款 

（信息化建设） 
非经营性往来 

新乡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3.31   3.31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淮南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24.24   24.24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绿色住宅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3.55  41.09 41.15 3.49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天津）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45.58  573.58 569.24 49.92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中建材创新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107.55  1,385.36 1,366.57 126.34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塑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523.45    523.45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昆明）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7.25  93.14 92.22 8.17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陕西）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3.43  87.16 85.05 5.54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13.40   13.40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太仓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9.69   9.69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镇江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9.85   9.85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湖南)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0.77  23.75 21.60 2.92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宁波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0.06 0.06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故城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3.10 3.10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梦牌新材料（宁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三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43.23 14.44 28.79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北新建材(井冈山)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应收利息   13.77 11.49 2.28 利息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125,074.58 207,534.10 2,264.24 173,586.47 161,286.45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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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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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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

属企业 

                  

                  

总计     127,277.74  209,558.37  2,264.24     175,570.37   163,529.98    

法定代表人：王兵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杨艳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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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编制单位：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余额 

（2018 年 1 月 1 日） 

报告期 

新增占用金额 

（2018 年度） 

报告期 

偿还总金额 

（2018 年度） 

期末余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预计 

偿还方式 

预计 

偿还金额 

预计 

偿还时间 

（月份） 

          

          

          

当年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

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明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

采取的措施说明 

 

法定代表人：王兵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杨艳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董辉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