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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 2019 年半年报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 

1、2019 上半年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余额为 21,802.1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末净资产的 7.82%，公司上述对控股股东的对外担保未经过上市公司审

议程序，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2、经公司 2019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和贸易融资提供不超过 8,000

万元额度的担保，期限 1 年，用于该公司正常的流动资金周转。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担保余额为 500.00 万元，占公司年末净资产的 0.18%。每

笔担保的主要情况如下表：  

担保提供方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对象 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 

担保类型 担保余额（万元） 担保期限（月） 担保合同签署时间 担保债务是否逾期 

保证 500 12 2018.12.11 否 

报告期内，公司对该公司的担保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

要，担保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 2019 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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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

董事，对公司 2019 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认真核

查，现发表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5,960,762.45 元。 

2、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与公司非经营性往

来资金余额为 93,321,620.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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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上述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与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与

公司非经营性往来外，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发生的资金占用情况均为公司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发生的关联方资金往来，详细情况见附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荣庆                刘保玉                王全宁           

 

 

2019年 8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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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二季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金占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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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19年 1-6 月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不

含占用资金利息） 

2019 年

1-6 月占

用资金的

利息 

2019 年 1-6 月

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19 年 6 月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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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 
其他应收款 830,373,093.50  

5,677,668.

95 

830,090,000.0

0 
5,960,762.4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830,373,093.50  
5,677,668.

95 

830,090,000.0

0 
5,960,762.45 

  

上市公司的

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山东东方海洋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0,746.14   302,446,155.86    2,724,750.00   299,942,152.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山东东方海洋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2,136,444.27   4,992,497.50    3,186,303.33   33,942,638.44  货款 经营性占用 

AVIOQ.INC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1,749,782.00      101,749,782.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儿医院（烟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824,430.41   2,104,064.22    300,000.00   67,628,494.6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儿医院（烟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600.00      9,600.00  货款 经营性占用 

天仁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1,213.69      91,213.69  转售设备 经营性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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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624,647.79   3,362,147.14    9,277,592.75   2,709,202.1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质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602,495.22     5,602,495.22  转售设备 经营性占用 

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809,854.90      809,854.90  转售设备 经营性占用 

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901,000.00      17,901,0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东方海洋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00.00   5,500,000.00    59,441.00   7,440,559.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东方海洋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6,515,396.46   5,095,424.00     11,610,820.46  转售设备 经营性占用 

烟台市休闲钓鱼俱乐部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6,037.93   48,071.40     194,109.3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山东东方海洋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3.20   304,415,840.12    2,582,000.00   301,833,963.3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236,029,276.79   633,566,695.46   -    

 

18,130,087.08   851,465,885.17    

关联自然人

及其控制的

法人 

李兴祥（X James Li） 
公司副董事

长 
其他应收款 93,321,620.29    93,321,620.29 业绩补偿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93,321,620.29    93,321,620.29   

其他关联人

及其附属企

业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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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159,723,990.

58  

 633,566,695.46   

 

848,220,087.0

8  

 950,748,26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