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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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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G23879 号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

电信”）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汇总

表（以下简称“汇总表”）。该汇总表已由大唐电信管理层按照监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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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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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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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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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是大唐电信为满足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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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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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9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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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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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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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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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应收账款  55,188.68  55,188.68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参股本公司、母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78,400.00   78,400.0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35,120.00   735,120.00 300,000.0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电信科学技术第四研究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443,367.00    443,367.0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2,920.95    22,920.95 销售 经营性往来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487,261.30 92,710.00  1,682,952.90 11,897,018.4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唐实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35,000.00    35,000.0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国家无线电频谱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67,486.51    167,486.51 销售 经营性往来 

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45,992,100.00 180,797,130.07  135,790,230.07 90,999,000.0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470,660.22 1,845,236.36  1,120,116.34 4,195,780.24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68,114,577.07 15,845,972.35  62,253,414.46 21,707,134.96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4,357,596.21 1,436,219.26  10,847,467.36 4,946,348.11 销售 经营性往来 

西安翠华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0,810.00    10,810.0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预付款项 40,000.00 890,557.13  890,557.13 40,000.00 采购 经营性往来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预付款项 3,808,388.52   3,808,388.52  采购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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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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款  9,416.51  9,416.51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02,383.86  2,433,421.36 68,962.50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大唐实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03,449.19  5,303,449.19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8,960.70  138,960.70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900.00  15,900.00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08,536.71  2,108,536.71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00 132,000.02  132,000.02 50,000.00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91,162.87  191,162.87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大唐投资控股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753,772.75  753,772.75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大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887,107.19  887,107.19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成都大唐线缆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75.00  175.00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

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735,322,694.16  49,830,300.00 85,279,153.58 699,873,840.58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635,831,503.45 109,625,984.49 32,370,820.01 9,885,948.43 767,942,359.52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大唐终端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110,270,677.69 30,498,041.56  13,288,719.25 127,480,000.00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大唐电信（天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8,183,329.61   8,183,329.61 -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盛耀无线通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34,521,760.49 78,444.00  128,584.49 34,471,620.00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大唐电信（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35,339,456.27 616,088.31  2,146,415.37 33,809,129.21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556,996,909.09 69,715,171.30 29,512,198.24  656,224,278.63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江苏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443.44 181,400.00  443.44 181,400.00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大唐半导体设计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302,816,492.92 694,934.69 34,966,260.92 268,545,166.69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大唐恩智浦半导体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364,653.52 3,314.00  11,777.18 356,190.34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大唐终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48,461,452.63 59,434,908.96 5,333,100.56 30,246,982.33 82,982,479.82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大唐电信（香港)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应收账款 14,637,914.84 8,520,128.74  10,003,775.58 13,154,268.00 销售 经营性往来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预付款项 5,593,684.03   5,593,684.03  采购 经营性往来 

大唐电信（香港）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300,000.00   300,000.00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关联自然人 

周浩 参股本公司，一致行动人 其他应收款 85,260,000.00    85,260,000.00 

股权转让

款 

经营性往来 

陈勇 参股本公司，一致行动人 其他应收款 85,260,000.00    85,260,000.00 股权转让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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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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西安大唐监控技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159.04   5,159.04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大唐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271,903.47 2,985,840.00  3,001,872.00 5,255,871.47 销售 经营性往来 

瓴盛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24,084,875.95  82,142,481.24 41,942,394.71 销售 经营性往来 

辰芯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999,600.00 158,253,909.79  164,253,509.79  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上海立可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7,222,963.19  3,417,595.01 3,805,368.18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唐电信（天津）科技产业园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预付款项 146,616,640.00    146,616,640.00 采购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大唐永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 预付款项 28,794.09   28,794.09  采购 经营性往来 

大唐电信投资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526,000.00 55,310.25  8,579,660.69 1,649.56 

股权转让

款、日常经

营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大唐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826,035.01 756,499.63  82,342.02 4,500,192.62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大唐网络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97,730.77 46,224.66  5,350.96 1,438,604.47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西安大唐监控技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471,568.28  16,886.23 572,324.05 4,916,130.46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辰芯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672,455.80  2,672,455.80  日常经营 经营性往来 

大唐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961,249.00   1,961,249.00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总计    2,684,601,597.66 1,092,535,181.20 117,758,239.73 694,032,356.66 3,200,862,661.93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