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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這会it帰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秋 )」ONTEN CPAS

美子中国屯力建没股分有限公司

控股股木及其他美咲方資金占用情況的寺項悦明

中天返 r2θ′9′ 亥キ第 90104号

中国屯力建没股分有 限 /Ak司 董事会 :

我佃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冊会十りT執立准ス1常 十了中国屯力建没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

称 “貴/AN司 ")2018年 12月 31日 公司及合井資声久債表及 2018年 度/Ak司 及合井不1洞 表、公

司及合井股末収益交功表和公司及合井現金流量表 ,井 子 2019年 4月 25日 本友了中天近 [2019]

常字第 90464号 常十根告。

根据中国証券監督管理委員会《美子机疱上市/Ak司 菊美咲方資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対外担保

若千同題的ill知 》(IIE盟 友[2003]56号 )的要求,貴公司編制了后附的 《中国屯力建没股分有

限/AN司 2018年 度控股股末及其他美咲方資金占用情況涯恙表》(以下筒称 “涯恙表")。

女口実編キ1和 対外技露涯恙表井硫保其真実性、合法性及完整性足貴/AN司 管理晨的責任。我

イ]対氾恙表所載資料々本所中it貴 /AN司 2018年度財券根表叶所夏核的会十資料和経常廿的財

券根表的相美内容IIt行 了核対,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友現不一或。除了接照中国注冊会汁りT執

立准ス1対 貴/AN司 実施 2018年度財芥根表常十中所執行的均美瑛方交易有美的申汁程序外,我

佃井未対氾恙表所載資料執行額外的常十程序。

力了更好地理解貴/AN司 2018年度控股股末及其他美咲方資金占用情況,后附的氾恙表泣

当菊已常財芥根表一井同政。

本滉明供作力貴公司向II券 監督机胸呈技 2018年度控股股末及其他夫駄方資金占用情況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共他目的。

附件:中 国屯力建浚股分有限公司 2018年 度控股股末及其他美咲方資金占用情況氾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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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屯力建没股分有限公司

2018年度♯径菅性資金占用及其他美咲資金往来情況ツE恵表

単位:万元

♯姪菅性資金占用
資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 L」r上市公司

的夫咲美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十卜科日

2018年期初占用資

金余額

2018年 度占用累十

友生金額 (不 含利息

2018年 度占用資金

的利息(女固有)

2018年度催述累‖
‐

友生金額

2018年期末占用

資金余額
占用 ,形 成原因 占用性灰

現大股木及共附属企Jレ

小汁

前大股末及共附属企Jヒ

小it

恵十



2018年 期初

往来資金余額

2018年 度往来累十友

生金額 〈不含利息)

2018年 度往来資

金的利息(如有)

2018年 度催述

累引友生金額

2018年期末

往来資金余額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辰其官美瑛

資金往来
資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

夫朕美系

9,8283 9,82838 提供施工方努 姪首性往来

|1冊

曾11

中国屯建集閻江西省屯力没il院 有限公

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lZi制

径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Ell成 都屯力金具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泣1文 票据
提 供 施 ]方 分

中国屯建集囲湖北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 nl控 制 泣 1文 票据
提供施]1方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山木屯力管道工程有限公

司
最冬同一母公司控制 庄岐票据

庄収股利

5100( 5100( 提供施工方努 姪菅性往来

5100( 2550( 2550( 投資1文 益 径菅性往来
四川美姑河水屯ヲF友有限公司 最然同一母公司控制

泣1文 股利

成1文 股利

4,8140」 4,851 4( 4,8089, 4,8565' 投資1文 益 姪菅性往来
四川争能太平蜂水屯有限責任公司 咲菅企」2

1300( 14864 投資収益 径肯性往来

云南水屯十四局昆準建没有βR公 司 朕菅企並

泣1文 股利

泣1文 股利

投資収益 姪菅性往来

西安IIn能 自動化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IIn菅企立

2850(

96871

2850( 投資収益 径菅性往米

北京振沖工程月,扮有限公司 朕菅企立

2853 69871 提供施工方努 径菅性往来
中国由ブ1律廿集囲有限公 pl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市J 成 1文 只K款

コ川美姑河水屯升友有限公司 最冬同一母公司控制 泣1文 敗款 9,55532 6,57】 41 2,99162 提供施工芳努 径首性往来

四川屯力投‖各詢有限責任公司 最冬同一母公司控制 成1文 敗款 36431 25,0000( 1443つ 25,2200C 提供施工労努 径菅性往来

5,34174 2,3031 3,03864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山本屯力建没有限公司 最婆同一母公司控制 泣1文 只K款

泣1文 敗款

泣 1文 ,K款

提 供 砲 _L方 分

4,5901 2,00631 4,9243( 1,672 1S 提供施工芳努 径菅性往来

山木屯力建没第二工程有限公nl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2.7183( 9,3928〔 6,48607 5,62511 提供施工芳努 径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Lal山 末屯力管道工程有限公

司
最冬同一母公司控制

泣収興K款

泣1文 只K款

3,84411 1,69960 2,19326 提供施工芳努 径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lal江 西装各有限公司 最冬同一母公司1/i制

50425 50429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米

湖北省屯力装各有限公司 最婆同一母公司控制

皮 1文 照款

泣 1文
mAK款

泣 1文 nK款

7,8487〔 4775】 1 3,07367 提供施工芳努 径菅性往来

上海屯力建没有限責任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171 1` 12823 19579 提供施工・
/7‐ 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貴州工程有限公司 最黎同一母公司控制

4261 4261 提供施工芳努 径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青海省屯力投十院有限公

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す卜科目

2018年 期初

往来資金余額

2018年度往来累引友

生金額 (不含利息)

2018年 度往来資

金的利息(如有)

2018年 度催述

累)卜 友生金額

2018年期末

往来資金余額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灰其七美瑛

資金往来
資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均上市公司的

夫IIX夫系

|

中国屯建集囲核屯工程有限公司 最黎同一母公司控制 成岐敗款 8802 1900C 74022 提供施工・IJ‐ 努 径菅性往来

泣1文 只K款
500( 3801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武浜重工装各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提 供 力L上 方 分

中国屯建集囲湖北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泣1文 スK款 ‖48( 4,9523S 2,2347, 2,8324[ 提供施工77‐努 径菅性4に 来

中国屯建集囲上海能源装各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皮 1文 脹款 3,4567 1,3901 4,8468 出告商品 径菅性往来

座1文 敗款

皮1文 敗款

4778( 4778( 提供施工芳努 径菅性往来中国屯建集囲山本屯力建投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1,03346 751 5 3468Z 提供施工芳努 径菅性往来

水屯水利規文」没洲恵́院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国屯建集囲河北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庄牧只K款
提供施工芳勢 姪首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江西省屯力没)卜 院有限公

司

最婆同一母公司控制 泣1文 只K款 23,45818 20,4754f 2,98273 提供施工方雰 姪菅性往来

庄1文 敗款

庄1文 敗款

4,521 61 2,5376( 1,98395 提供施工芳努 姪育性往来

上海屯力没‖́院有限公司 最婆同一母公司控制

6465 出告商品 姿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成都屯力金具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座 1文 照款 7072( 7025∠ 472 提供施工JJ‐勢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江西省水屯工程局有限公

司              _
最冬同一母公司掩制

20( 提供施工方努 径首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河 F・ 10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成 1文 照款

1650C 575C 10750 提供施工芳勢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Fal江 西省屯力建没有限公司 最然同一母公司控制 座lll敗款

泣1文 敗款 16,0498S 16,04989 経営性往来

中lf屯建 (徳 国)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提 供 胆 」́ リテ分

中国由車年囲湖Jヒ エ程有βR公 司 最冬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只K款 6,7746( 15,511 3( 13,8099, 8,47591 提供施エリケ努 径雇F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河南工程有βR公 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口K款 5215〔 521 5[ 提供施工方努 径菅性往来

8,0867 7,5367; 5499旧 提供施エリケ努 笙警i性 4に 米
中国屯建集囲江西省屯力け「院有限公

司

中国屯建集囲山木屯力建投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          _____

最婆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只K款

預付只K款 9,91872 2,54221 52664 11,9342S 提供施工方努 径菅性往来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5750( 姪宦F性往米

中国屯建集囲上海能源装各有限公司 最冬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只K款
提 供 施 J_方 分

11481 11481 提供施工方芳 姪菅性往来

胡北省屯力装各有限公司 最然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只K款



其官美瑛

資金往来
資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 L」r上市公司的

夫朕夫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淵科目

2018年期初

往来資金余額

2018年 度往来累汁友

生金額 (不含利息)

2018年 度往来資

金的利息、(如有)

2018年 度催述

累引友生金額

2018年期末

往来資金余額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反

:H国 屯建集囲重床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スK款 5,0000( 6,3101 9,4914 1,81872 提供施工労芳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山本屯力管道工程有限公

司              __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十」 預付只K款 1,03565 1,59538 4996 2,1313 提供施工労努 姿菅性往来

河北屯力装各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172制 預付吸K款 39025 5,13981 4,8365 6935つ 提供施工方努 径菅性往来

北京学科軟科技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只K款 2,01344 1,2448( 24086 3,0173[ 提供施工芳券 径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lI成都屯力金具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只K款 367 提供施工芳芳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江西省水屯工程局有限公

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照款 4890( 4890( 提供施工芳勢 姪菅性往来

上海屯力投‖院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敗款 9521 952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上海屯力建没有限責任公司 最冬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只K款 1,90689 23,0945 1,90689 23,0945[ 提供施工芳芳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吉林省屯力勘淑1没 ‖
‐院有

限公司            ___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員K款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K春友屯没各有限公司 最婆同一母公司rai制 預付只く款 1422( 2205 1422(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 (徳 国)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只K款 4408つ 260つ 44087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武渓重工装各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スK款 2564` 24892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4L来

中FI屯 建集囲河南省屯力勘初J投 ‖院有

限公司            ___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只K款 〕3,53821 4,54232 8,99589 提供施工芳努 径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核屯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萩付只K款 180,9520` 21,9218Z 159,03021 提供施工労努 姪首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山本屯力建没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敗款 6828( 4388 24397 提供施工労芳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江西装各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照款 20530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4L来

中国屯建集囲大州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預付口K款 14,6089C ]4,6089C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山末屯力建没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共他成 1文款 70C 35787 36481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水屯水利規則没‖思院 最然同一母公nl控制 共他泣収款 1,6518[ 1,87695 1,61181 1,91701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湖北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キ1 共他泣1文款 3,24163 4,3504 7,3966C 提供施工芳努 径菅性往来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十科目

2018年 期初

往来資金余額

2018年 度往来累‖友

生金額 (不含利息 )

2018年 度往来資

金的利息,(如有)

2018年度催述

累サト友生金額

2018年 期末

往来資金余額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辰其t美咲

資金往来
資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

夫朕夫系

中国屯建集囲山木屯力管道工程有βR公

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共他泣収款 1,1880( 9900C 2,1780( 提供施工芳努 径菅性往米

6344 175 姪菅性ai来

山本屯力建投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共他庄1文款

共他泣1文 款

提供施エラテ券

6,7552 6,76522 提供施工芳券 径首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貴州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国屯建集囲江西省水屯工程局有限公

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共他泣1文款 58670 764 6251 提供施工芳券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Ell核 屯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共他座llx款 7800C 05C 7800(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娃集囲上海能源装各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共他泣1文款 493( 提供施工芳券 姪菅性往来

上海屯力建没有限責任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 nl控 制 共他皮1文 款 65342 68632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lll江 西省屯力没‖院有限公

司
最冬同一母公司控制 共他庄1文款

共他泣1文 款

共他泣収款

共他座1文款

共他庄1文 款

共他泣収款

提供施工芳券 径首性往来

16,0098 提供施工芳券 径菅性往米

中国屯建 (徳 国)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16,0098

46631 46631 提供施工芳券 径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山木屯力建没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提供施工芳券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成都屯力金具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 pl控 制

6000C 6000(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江西装各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提供施工芳勢 姪育性往来

四川美姉河水屯升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l空制

K期庇1文 款 2,1835( 2,1835( 提供施工芳努 姪首性4L来

中国屯建集囲山本屯力建投有限公司 最然同一母公司控制

K期泣 1文 款

K期泣1文 款

18,2424 18,24245 融資租賃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lal湖 北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5042S 50425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湖北省屯力装各有llR公 司 最然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国屯建集囲江西装各有限公司 最黎同一母公司控制 K期泣1文 款
800S 提供施工9」

‐勢 姪菅性往来

1410S 1410g 提供施工芳券 姪菅性往米

上海屯力建没有限責任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K期庇収款

中国屯建集囲江西省水屯工程局有限公

司

山末屯力建没第二工程有βR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K期成 1文 款
提供施工芳勢 径菅性往来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K期庄 1文款
9181 提供施工方勢 径菅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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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屯建集囲貴州工程有限公司 最冬同一母公司控制 K期成1文款
12823 提供施工労努 姪菅性往来

四川美姑河水屯升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K期泣1文 款 3,4902( 3,4902( 提供施工芳努 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核屯工程有限公司 最終同一母公司控制 K期泣収款

K期座1文款

50,0000( 50,0000( 融資租賃 姪菅性往来

12,5740[ 12,5740〔 融資租賃 姪菅性往米中国屯建集囲河南省屯力勘淑」没)卜 院有

限公司
最終同一呼公司控制

小 汁

共他皮 1文 款

98,8831 483,13351 149,1417 432,87492

9905( 99161 資金往来 J卜 姪菅性往来

中国水利水屯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反1文款

共他座1文款

2412[ 25264 資金往来 11径 首性往来

中屯建建筑集Ftl有 限公司 子公司

41,9285( 56,00762 55,2705 42,6656( 資金往来 ヨト姪菅性往来
中国水利水屯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中国水利水屯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成 1文 款 1652 38143 5466( 資金往来 ■姪菅性往来

共他皮1文款

其他皮1文款

67968 86988 7642〔 78531 資金往来 JF姪 菅性往来
中国水利水屯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1892( 23258 資金往来 ■径菅性往米
中国水利水屯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中国水利水屯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皮1文款

共他成1文 款

1,817 1 4195( 4623Z 1,77429 資金往来 ■姪菅性往来

1,0994〔 1,72028 資金往来 ♯Z菅性往来

中国水利水屯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中国水利水屯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Jt他皮1文 款 23301 20,1524( 20,38541 資金4L来 J卜 姪菅性往米

中国水利水屯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皮1文款 7,94104 1,0186( 37968 8,58004 資金往来 ■姪菅性往来

中国水利水屯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皮1文款

共他皮牧款

4,3108巧 8,56972 6,288 1 6,59241 資金往来 4F姪 菅性往来

5,0070' 5,2409C 5,0000C 5,24799 資金往来 ヨト径菅性往来

中国水利水屯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中国屯建市政建没集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皮 1文 款 3945( 3746{ 595( 70974 資金往来 JF姪 菅性往米

中国水利水屯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皮1文款

共他成1欠款

28,3152( 2,6844( 9,15624 21,8434 資金往来 ヨに姪首性往来

242∠ 15,1112( 15,0945C 資金往来 ヨト姪菅性往米

中国水屯建没集囲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鹿1文 款 資金往来 ヨト姪菅性往来
7k由 饉 +大 丁 程 局 有 限 公 司 子公司

中国水屯基拙局有限公司 共他皮1文款 10,17830 10,17841 資金往来 ヨト径菅性往来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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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屯建集囲甘粛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皮 1文 款 30,3000( 09( 30,3009( 資金往来 ■径菅性往来

中屯建水屯ヲF友集囲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成1文款 2000( 2000( 資金往来 ヨト姪菅性往米

中国屯建地声集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成1文款 57,8902( 362,3050つ 162,0000( 258,19533 資金往来 JF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港航建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皮1矢款 7,5235 2198[ 4668( 7,27659 資金往来 1卜 径菅性往来

中屯建路析集囲有βR公 司 子公司 共他庄1文 款 l18,6183f 530,5028, 158,3414Z 490,77973 資金往来 J「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租賃有限公 nl 子公司 共他成1文 款 58,7706 58,51962 58,5191( 58,771 1 資金往来 1に至菅性往来

中国水屯建没集囲新能源,F友 有限責任

公司          _
子公司 共他反吹款 156( 527〔 652 資金往来 ヨト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鉄路建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皮収款 438 1 1,5598( 2852 17127」 資金往来 JF姪 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海外投資有βR公司 子公司 共他座1文款 7087

3820〔

4151 4859[ 資金往来 ■姪首性往来

3820( 資金往米 ■姪菅性往来

中国水屯工程順 ruD集 囲公司 子公司 共他皮 1文 款

中国屯建集囲北京勘淑1投 ヤトワ「冗院有限

公司           _
子公司 共他座牧款 1830( 4303( 61330 資金往米 JF姪 菅性往来

其他皮1文款 3230( 4100( 7330C 資金往来 J:姪 菅性4に 来
中国屯建集囲準本勘沢」没‖研究院有限

公司            _
子公司

中国屯建集囲西北勘淑」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共他皮1文款

共他成1文款

2980( 1,42090 1,7189C 資金往来 』:姪 菅性往来

1910( 2800C 4710C 資金往米 JF姪 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Fll中 南勘淑J没 )卜 研究院有限

公司            ____
子公司

共他泣1文款

共他皮1文 款

2030( 4571 6601 資金往来 J卜姪首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成都勘淑」投十トワ1先 院有限

公司

子公司

5430C 2080( 7510( 資金往来 ヨト径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大田勘淑1投 )卜 研究院有限

子公司

中国屯建集囲昆lln lJ」淑1没 )卜 研究院有限

公司

共他座1文 款

共他庇1文 款

3240C 1600( 48400 資金往来 J卜姪菅性往来
子公司

資金往来 JF径 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財芳有限責任公 pD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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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屯建水不境治理技木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皮 1文款 2,49554 1,7075( 2376 4,17928 資金往来 ヨト姪菅性往来

中国屯建集囲国除工程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皮1文 款 7,76882 7,96226 資金往来 ヨト姪菅性往来

中屯建 (福州)り[道交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共他皮牧款 1,02432 |,02432 資金往来 ヨト姪菅性往来

小 汁 378,3430〔 1,083,1760〔 457,26455 1,004,25461

美瑛 自撚

人

其他美朕

方及其附

属企並

意 it 477,2262. 1,566,3095` 606,4063〔 1,437,12953

会汁机桐負責人: 

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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