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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天健审〔2019〕2890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环境

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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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及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

此基础上，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盈峰环境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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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汇总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盈峰环境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盈峰环境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

并对外披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盈峰环境公司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二、管理层的责任 

盈峰环境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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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资料编制汇总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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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盈峰环境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

表发表专项审计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

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审计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盈峰环境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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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相关资料的规定，如实反映了盈峰环境公司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孙文军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陈芳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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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1] 控股股东 其他应收款                60,000.00                 1,603.33                61,603.33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小  计                       60,000.00               1,603.33                61,603.33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  计                                                                                                               

总  计                       60,000.00               1,603.33                61,603.33                                     

广东盈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应收账款 16.94                   57.84                   55.61                   19.17                   销售 经营性往来

纳都勒公司[注2]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应收账款 469.23                  469.23                  销售 经营性往来

纳都勒公司[注2]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其他应收款 36,902.27               36,902.27               纳都勒公司股权款 经营性往来

安徽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70.00                17,300.00               9,500.00                13,570.00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231.11               78,701.83               47,240.20               42,692.74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绿色东方环保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412.30               33,483.18                               1,600.10 55,940.00               30,555.57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辽宁东港电磁线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02.72                21,837.23               24,539.9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900.19                51,394.96               48,369.30               11,925.8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顺德区源润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35.56                1,200.00                1,770.00                5,265.56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顺德区源溢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17.27                2,000.00                5,017.27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盈峰环境水处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406.90                15,772.66               15,000.00               7,179.56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顺德区华博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70.56                340.00                  930.56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亮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11.00                1,250.00                                  132.16 881.01                  2,112.1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盈峰环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                    3.00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巴林右旗盈峰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00.00                3,400.00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茂名市盈峰环境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0                  100.00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盈峰环境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00                                   23.33 89.42                   3,933.91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顺德区华清源环保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33.98                550.00                  1,383.98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顺德区华盈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60.60                  200.00                  760.60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寿县绿色东方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999.80                                  82.87 17,106.80               4,975.87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上风风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49.35                2,249.3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盈峰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25.00                1,225.00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泌阳县丰和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0.00                   90.00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顺控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73.00                  173.00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天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44.00                                     20.25 764.2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廉江市绿色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535.39                                  499.43 350.00                  6,684.82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汕头市中联瑞康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0.00                  1.99                    121.99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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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资金占用的利息 2018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

往来性质

2018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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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往来资金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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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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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          20.00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          20.00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威灵（芜湖）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6           5.00          2.56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威灵洗涤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0          30.00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           2.00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0           7.00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           5.00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0           6.00          2.00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芜湖美智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1.00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美芝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0.50           0.50        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 其他应收款 32.62          22.10         10.52       往来款[注3] 非经营性往来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注4] 2017年持股5%以上股东 其他应收款 27,757.91      27,757.91     宇星老款回购 非经营性往来

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注4] 2017年持股5%以上股东 其他应收款 18,256.67      18,256.67     宇星老款回购 非经营性往来

总  计      195,216.34      255,009.77      2,360.13     306,959.23   145,627.01

    说明：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公司重述了“2018年期初往来资金余额”。

    [注1]：2018年12月1日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长沙中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环境）。在并入本公司前，中联环境与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控股）签订《借款协议》，中联环境向盈峰投资共拆出60,000.00万元，

    拆借期为2018年1月30日至2018年6月28日，产生资金拆借利息1,603.33万元。2018年6月28日，盈峰控股已偿还上述资金拆借本金及利息。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原则，将上述资金拆借款发生额并入本公司2018年资金往来明细。

    [注2]：2018年度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联环境范围不包括其控股意大利子公司纳都勒公司，故本报告期内将中联环境对纳都勒公司的投资款以其他应收款形式单项列示（不计提坏账）。2018年7月，中联环境处置了持有的纳都勒公司股权，

    投资款收回。

    [注3]：期末余额系存放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责任中心存款账户余额。

    [注4]：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系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原股东，根据其与公司签订的《购买资产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对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承担回购义务。本期偿还款项系应由其支付的第三期回购款总额，至此，该款项已全部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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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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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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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