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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的专项审计说明

信会师报字[2021]第 ZG29931号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

司”）2020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以下简

称“汇总表”）。该汇总表已由贵公司管理层按照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一、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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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规定

编制汇总表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

制，以使汇总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计

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汇总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的汇总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

会计师考虑与汇总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

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汇总表

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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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专项审

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专项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 2020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况汇总表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编制

以满足监管要求。

四、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使用目的的限制

我们提醒汇总表使用者关注，汇总表是贵公司为满足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要求而编制的。因此，汇总表可能不适于

其他用途。本专项审计说明仅供贵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 O 二一年 四 月二十二日



附件 单位: 元

资金占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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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期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20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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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1,580,000.00 60,482,403.46 46,700,000.00 15,362,403.46 设备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合同资产 10,408,920.77 10,408,920.77 设备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95,000.00 395,000.00 设备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中建铝新材料成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80,000.00 80,000.00 0.00 设备租赁 经营性往来

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预付账款 1,500.00 1,500.00 0.0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19,698,431.59 5,280,000.00 14,418,431.59 设备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992,849.45 992,849.45 设备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中建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预付账款 1,891.98 1,891.98 0.0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中建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119,803.10 116,639.00 3,164.10 备件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中建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45,350,673.70 113,036,540.80 33,523,475.30 34,162,391.80 设备销售及项目运营 经营性往来

中建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合同资产 5,688,241.57 5,688,241.57 设备销售及项目运营 经营性往来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9,782,077.80 7,200,000.00 2,582,077.80 项目运营 经营性往来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合同资产 514,846.20 514,846.20 项目运营 经营性往来

中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1,100,000.00 1,100,000.00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113,207.55 113,207.55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中建一局集团华北建设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22,800.00 22,800.00 0.00 备件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398.00 398.00 0.00 备件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中建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其他应收款 700,000.00 552,830.19 750,000.00 502,830.19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北京国建信达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其他应收款 76,937.43 76,937.43 房租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其他应收款 260,245.00 260,245.00 履约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42,987,281.72 223,245,532.91 93,676,704.28 86,581,546.91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成都环能德美环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4,469,087.94 120,277,217.94 150,470,052.75 54,276,253.13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四川四通欧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9,425,180.75 236,326,119.50 234,653,007.00 191,098,293.25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北京环能润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015,671.71 14,553,763.70 15,802,700.00 17,766,735.41 往来款 非经营性

中建环能（北京）环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013,552.35 3,166,735.79 14,554,558.92 11,625,729.22 往来款 非经营性

成都环能华瑞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0 46,145,514.76 33,252,022.09 12,893,492.67 往来款 非经营性

深圳市前海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735,776.07 9,686,101.70 1,158,304.54 21,263,573.23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四川环能建发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526,973.43 2,579,127.11 13,106,100.54 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

中建环能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11,469.30 -706,238.70 3,705,230.60 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

青岛环能沧海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7,333.40 73,464.93 63,868.47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四川善建和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35,117.58 4,819,717.03 6,054,834.61 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山东环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

江苏环能德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738.41 2,413,290.00 1,973,500.00 448,528.41 往来款 非经营性

344,841,567.54 439,398,682.23 474,803,775.98 309,436,473.79

301,854,285.82 319,121,464.29 568,480,480.26 396,018,020.70总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中建环能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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