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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H/2019BJA20447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科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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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

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9年 4月 22日出具了 XYZH/2019BJA20263号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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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文），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披露的要求，科锐公司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

源公司 2018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科锐公司的责任。我们

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科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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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对科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以及将本专项说明后附的汇总表所载项

目金额与我们审计科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科锐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外，我们没有对本专项说明后附的汇总表执行任何附加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科锐公司 201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应

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科锐公司为 2018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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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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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期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18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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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AL国际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9,570.80         -                 -               49,570.8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Career International AP(Hong Kong)Limited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352,912.45      -309,790.00         -               9,043,122.4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Career international search and selection india private limited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98,029.49        -                 -               898,029.4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欧格林咨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240,401.58     62,426,700.47       76,200,000.00     23,467,102.0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杭州锐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7,992.00        299,327.00          114,671.00        352,648.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上海科之锐人才咨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767,636.09     267,194,655.00      208,210,806.73    71,751,484.3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西藏亦庄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2,088.12        51,800,000.00       51,800,000.00     512,088.1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安拓奥古（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83,115.68        309,072.66          141,885.17        1,150,303.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荐客极聘网络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9,127,687.00       640.00            19,127,047.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陕西科锐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563,514.39        -               3,563,514.3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宁波康肯市场营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2,560,400.00       12,134,525.04     425,874.9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487,570.06        -               2,487,570.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科锐国际人力资源(长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20,248.17          -               520,248.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科锐致新人力资源(长春)有限公司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4,670.00            360.00            4,31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成都科之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416.00         228,894.00          304,310.00        -               

苏州聚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9,296.00            -               9,296.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62,047,162.21    420,222,244.75     348,907,197.94    133,362,209.02    -  - 

合计  -  -  - 62,047,162.21    420,222,244.75     348,907,197.94    133,362,209.02    -  - 

企业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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