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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华兴专字[2021]20000350325号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福建七匹狼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匹狼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2020年12月31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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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出具了华兴审字[2021]20000350017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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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七匹狼公司编制了后附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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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情况表）。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情况表并确保其真实、合法及完整是七匹狼公司管

理层的责任。我们对情况表所载资料与我所审计七匹狼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

告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

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之处。除了对七匹狼公司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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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未对情况表所载资料

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为了更好地理解七匹狼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占用资金情况，后附情况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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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说明仅作为七匹狼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

报送七匹狼公司2020年度报告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陈航晖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孙露 

中国福州市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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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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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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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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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花开富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其他

会计科目 
31.09 934.91 - 932.74 33.26 物业服务、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厦门七匹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其他

会计科目 
298.99 1,985.59 - 2,003.07 281.51 承租房屋 经营性往来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 179.01 - 179.01 - 承租房屋 经营性往来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

账款 
- 104.25 - 80.53 23.72 承租房屋 经营性往来 

厦门七匹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0.28 0.05 - 0.33 -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恒禾置地(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7.36 49.73 - 55.57 1.52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上海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其他应收款 -5.15 204.72 - 192.45 7.12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厦门百应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1.60 7.69 - 4.24 1.85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恒禾置地(安溪)发展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 12.40 - 12.40 -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福建七匹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0.88 6.35 - 7.23 -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泉州汇鑫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参

股企业 
应收账款 2.00 - - 2.00 -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成都恒禾吉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 0.18 - 0.18 -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福建狼聚鞋业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 0.40 - 0.40 -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晋江学城建设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 0.24 - 0.24 -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福建启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0.98 8.29 - 9.15 0.12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小计       334.83 3,493.81 - 3,479.54 349.10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安徽七匹狼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58.23 35.18 - - 4,093.41 厂房建设 非经营性往来 

堆龙德庆七尚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397.41 - - 2,397.41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香港七匹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00.00 - - - 4,500.00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七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75.60 - - 8,075.60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柒合服装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444.92 725.36 - - 9,170.28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福建狼图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9 - - - 2.99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霍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27.26 - - 3,027.26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加拉格（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104.60 4,044.57 - - 15,149.17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晋江七匹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9,000.00 - - 9,000.00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七匹狼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0.20 - - - 650.20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七匹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200.00 - - 9,600.00 6,600.00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56,063.80 16,202.52 - 20,702.86 51,563.46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

制的法人 

晋江市金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控制的

企业 
应收账款 - 9.08 - 9.08 - 出租房屋、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担

任董事的企业 
应收账款 -1.11 517.26 - 471.89 44.26 终端零售 经营性往来 

小计       -1.11 526.34 - 480.97 44.26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小计       
       

总计       56,397.52 20,222.67 - 24,663.37 51,956.82 
  

法定代表人：周少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玲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  范启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