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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天顺风能（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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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准则审计了天顺风能（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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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会审字[2019]3905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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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文）的要求，贵公司编制了后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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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合法及完整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

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本所审计贵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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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

一致。除了对贵公司实施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关联方交易有关

的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为了更好地理

解贵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后附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

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作为贵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之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附件：天顺风能（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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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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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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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宣力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4,099,500.00            1,061,859,500.00         709,099,500.00                        736,859,500.00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中联利拓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0,550,500.00            821,001,347.18            704,551,173.59                        647,000,673.59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2,870,000.00            524,199,414.55            439,136,412.91                        467,933,001.64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南阳广顺新能源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1,406,321.56            181,818,461.55            39,080,000.00                          424,144,783.11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天顺（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85,253,487.92              659,577,931.09            340,045,027.50                        404,786,391.51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包头天顺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67,148,699.45            8,000,000.00                            359,148,699.45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菏泽广顺新能源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5,889,755.28            197,090,893.43            246,070,000.00                        266,910,648.71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鄄城广顺新能源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1,400,466.05            15,600,000.00              180,000,000.00                        257,000,466.05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天顺（苏州）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1,236,049.09            811,000.00                               222,047,049.09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宣力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2,207,000.00            6,923,529.13                1,579.13                                   189,128,950.00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苏州天顺风电叶片技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9,477,689.36                212,390,541.22            76,758,999.36                          145,109,231.22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天顺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1,730,000.00            8,000,000.00                            113,730,000.00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TitanWindEnergy(Europe)A/S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96,928,221.00                            96,928,221.00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天顺风能（新加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503,379.00                            31,503,379.00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沈阳天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401,731.41              800,000.00                                 15,201,731.41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昆山风速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184,579.79              10,000,000.00                              8,184,579.79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天顺（连云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953,950.23                210,000.00                   49,755.35                                     5,114,194.88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苏州天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8,080.00                   1,911,016,872.44         1,911,494,952.44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天顺风能科技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000.00                4,000,000.00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宣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80,000.00                1,780,000.00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深圳天顺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754.69                     17,754.69                     资金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2,836,004,530.90         6,232,812,124.52         4,678,085,154.97                  4,390,731,500.45

总计          2,836,004,530.90          6,232,812,124.52          4,678,085,154.97          4,390,731,5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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