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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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号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普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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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审计了后附的

南京普天管理层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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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仅供南京普天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

意将本报告作为南京普天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

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南京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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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普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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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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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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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普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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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普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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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反映了南京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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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降星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金敬玉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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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小  计 - - -                                                             -

            

            

小  计 - - -                                                             -

总  计 - - -                                                             -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331.59      788.42        633.86        1,486.1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2.00        302.90        21.00         383.9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875.55        875.5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2,099.10      2,268.51      3,073.50      1,294.1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20.31        120.31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上海普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98.46         44.83         53.6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普天高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45          1.4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普天高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25.52         381.69        286.28        120.93        经营费用 经营性往来

普天和平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33.37         33.3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普天和平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款项 43.63         43.63         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20.66         20.6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43.42        49.22         94.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3.00          3.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往来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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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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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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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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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76.81        176.8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0.13          0.13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天津普天创新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5.15         14.70         0.4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最终控制方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62.99         62.9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南京普天网络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2,904.28      1,500.03      1,404.25      内部往来 经营性往来

南京八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46.89      2,611.53      4,158.42      0.00          内部往来 经营性往来

南京普天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6.21        50.72         180.36        676.57        内部往来 经营性往来

普天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9.79        409.79        内部往来 经营性往来

北京立康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91.21      2,891.21      内部往来 经营性往来

南京普天大唐信息电子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                     40.00         应收股利 经营性往来

南京曼奈柯斯电器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8.82        504.06        14.76         内部往来 经营性往来

            

            

南京普住光网络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9.90         19.9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总  计 - - - 10,264.78     10,429.23                 10,467.72     10,226.29     -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法定代表人：王文奎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曹旭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管小建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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