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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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0 号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智控）

2020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0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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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的三花智控管理层编制的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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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仅供三花智控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

意将本报告作为三花智控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

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三花智控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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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花智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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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监会公告〔2017〕16号修改)和相关资料编制汇总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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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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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智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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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智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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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修改)和相关资料的规定，如实反映了三花智控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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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训超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欧阳小云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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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应收账款                 1,090.82      1,072.82 18.00         货物销售及房租水电费 经营性往来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   2.00          代垫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杭州三花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35.90               137.21        171.26 1.85          货物销售及电费 经营性往来

杭州通产机械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其他非流动资产

（预付设备款）
                3,127.22      2,214.99 912.23        设备采购 经营性往来

杭州通产机械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5.51          5.51             水电费及服务费 经营性往来

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153.85        153.85             水电费及服务费 经营性往来

浙江灏源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10.97         10.97             水电费 经营性往来

杭州福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参股企业 应收账款                   256.88        256.88             房租及水电费 经营性往来

芜湖艾尔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之参股企业 应收账款 6.25                 68.06         36.68 37.63         房租及水电费 经营性往来

新昌县三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0.34                    0.34             货物销售 经营性往来

浙江三花智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3.39          3.39             货物销售 经营性往来

小   计          42.49     4,855.91      3,926.69         971.71

新昌县四通机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1.80                91.80         91.80 91.8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芜湖三花自控元器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00.00          4,638.97      4,638.97 4,600.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绍兴市上虞三立铜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0          6,012.53        240.58     7,253.11 4,000.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苏州三花空调部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0.00              463.03          7.65       720.68 100.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中山市三花制冷配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00          5,997.66        176.90     6,174.56 4,000.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中山市三花空调制冷配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00.00          6,073.46        141.52     6,214.98 3,200.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先途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00.00          3,450.00        152.28     5,652.28 3,450.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三花股份（江西）自控元器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0          5,050.57        194.42     5,244.99 5,000.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市三花制冷部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00.00         12,512.03        271.82    14,933.85 2,550.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芜湖三花制冷配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00          6,840.54        176.90     7,017.44 4,000.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三花制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33.04         23.94     2,656.98 1,000.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三花国际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928.60           816.00        400.69    22,145.29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德佰宜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9.71        379.71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三花商用制冷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1.00          资金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小   计      57,370.40    55,960.34      1,786.70    83,124.64      31,992.80

青岛三花锦利丰机械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0.93                 32.93         31.16           2.70 货物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中山旋艺制管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款项 18.70                  18.70  货物采购 经营性往来

小   计          19.63        32.93         49.86           2.70

总   计      57,432.52    60,849.18      1,786.70    87,101.19      32,967.21

法定代表人：张亚波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俞蓥奎 会计机构负责人：盛晓锋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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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0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2020年度往来

资金的利息

 2020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0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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