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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他 关 联 方

资 金 占 用 情 况 的 专 项 说 明

大华核字[2021]003601 号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杭萧钢

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萧钢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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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1 年 3月 26 日签发了大华审字

[2021]004949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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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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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就杭萧钢构公司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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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专项说明。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该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

性是杭萧钢构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

杭萧钢构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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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不一致。除了

对杭萧钢构公司实施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关联方交

易有关的审计程序外，我们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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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了更好地理解杭萧钢构公司 2020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资金占用的情况，后附的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是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出具的，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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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项目合伙人） 弓新平

中国注册会计师：

赵熙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件：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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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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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20年度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

利息）

2020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0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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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鑫晟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企业 其他应收款 24,504.00 19,603.20                    4,900.80 股权转让价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万郡房地产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企业 其他应收款 5.68 5.18                           0.5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24,509.68 19,608.38 4,901.30 -- --

前大股东及
其附属企业

小计 -- -- -- -- --

总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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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

利息）

2020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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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

其附属企业

万郡房地产（包头）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2,922.81 2,922.81 提供商品及劳务 经营性往来

万郡房地产（天台）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376.79 376.79 提供商品及劳务 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3,299.60 3,299.60 -- --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杭州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15                       2.15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汉德邦建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801.19                 3,801.19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萧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66.30                     5,309.74                 3,711.81                    3,064.23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萧钢构（广东）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24.53                     5,089.71                 1,665.32                    4,948.92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萧钢构（河南）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1.44                          41.33                    542.77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萧钢构（山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63                     3,280.46                 3,300.09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896.26                 1,896.26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汉林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00                        685.82                    685.82                       300.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万郡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601.52                   32,482.79               24,674.30                  15,410.01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鼎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97.30                        130.00                       927.3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萧钢构（江西）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8,093.21                 8,093.21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萧钢构（浙江）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12.16                     9,792.34               12,355.06                       249.44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7,740.71                 7,740.71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万郡房地产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80.00                 4,880.00                               -   往来款及减资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15,022.88 83,225.71 73,348.69 24,899.90 -- --

关联自然人

张振勇 董事 其他应收款 2,000.00 1,600.00                       400.00 股权转让价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2,000.00 1,600.00 400.00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 -- -- -- --

总计 -- -- -- 15,022.88 113,035.00 94,557.07 33,500.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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