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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的专项审计说明 

 
亚会核字（2021）第 01610041 号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公司”）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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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2


专项审计说明第 2 页 

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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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

金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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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是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

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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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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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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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2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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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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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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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前大股东及

其附属企业 
          

小计           

总计           

其他关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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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向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54.65   158.77        171.59   41.83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广西宝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373.40                373.40  房屋代建 经营性往来 

 惠州大亚湾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327.01 276.57      351.01 252.57 商品销售、房屋代建 经营性往来 

 惠州市皇庭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220.69   43.15        241.81   22.03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钦州市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56.80    7.73         40.75    23.78  房屋代建 经营性往来 

 钦州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805.32    660.63        903.24    562.71  商品销售、房屋代建 经营性往来 

 深联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11.67   8.38             20.05  
管理咨询、代订酒店

和机票服务 
经营性往来 

 深圳皇庭唯尚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27.62    34.01        30.51      31.12  
物业服务费、商品销

售 
经营性往来 

 深圳青青观光农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162.80   209.92         21.13   351.59   管理咨询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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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城市广场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93.38    51.51        126.25   18.64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5,046.83    842.19        959.77    4,929.25  

招商服务费、物业服

务费、商品销售、代

订酒店和机票服务、

房屋代建、租金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249.28   142.06        44.77   346.57  

物业服务费、商品销

售、代订酒店和机票

服务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1,991.91   1,404.48        433.93    2,962.46  
物业服务费、商品销

售、租金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837.68    1,250.76         2,049.43   39.01  
招商服务费、物业服

务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天玺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10.48   3.70        10.48   3.70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俊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168.52   15.81        180.26   4.07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同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2.10   10.13       12.23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同心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1.99   5.35        7.34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同心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1.46   3.94        5.40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唯尚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4.04        4.04   预付购物卡 经营性往来 

 惠州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8      6.08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惠州市皇庭旅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50    10.35    58.85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钦州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9.24   24.28    33.52      项目委托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联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84         33.84  融资租赁飞机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朝邦居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49   2.00    26.49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80.37    1,680.37      代收代付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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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0.14   282.76    384.78   148.12  
租金保证金、代收租

金、固定资产出售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2.00        512.00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30.09   2,248.26     5,250.09   1,328.26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0    0.35    5.75       保证金、押金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荔园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0        3.50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2.09    495.04    726.13    1.00  代收代付、押金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天玺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2   0.96    2.25   0.03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唯尚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95   82.98    14.93   80.00  代收代付、押金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置业顾问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6        1.46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俊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9.22   0.23    9.36   0.09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重庆皇庭九龙珠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00        16.00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重庆皇庭九龙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00        48.00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联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一年内到期的

其他非流动资

产 

 3,487.72     3,487.72   融资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深联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长期应收款  9,200.73  6,468.56     884.07   14,785.22  融资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

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2,195.95   11,499.08    136,760.00   56,935.0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285.25   89,475.67    9,944.82   127,816.1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皇庭中心

分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54   1,824.63  
 

 262.05   1,591.1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927.45   83,842.23        103,769.6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戴维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55.86   2,201.69    113.00   3,544.5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89.10            1,389.1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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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皇庭优智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0        6.5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影响力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0            1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皇庭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00.00            2,6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瑞泽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718.97   7,300.23        14,019.2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015.46    20,819.80   1,195.6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皇庭融发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436.62   0.02        9,436.6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青青世界文化旅游管理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3.87   166.12  
 

     439.9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惠州市皇庭白马山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  
 

     5.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皇岗商务

中心分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38.42  
 

 938.4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皇岗商务

中心分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7.94  
 

     177.9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在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7.02   260.00    749.02   48.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皇庭珠宝广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157.35   3,899.74        32,057.0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青青旅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69.15    11,882.20        12,451.3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皇庭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75        10.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皇庭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40        0.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庭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90.10   0.80    3.20   1,587.7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皇庭广场商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0            1.3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青柠慧商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20        18.2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人  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应收账款  5.02   13.62        18.64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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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附属企

业 

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76   7.09    36.85   物业管理费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应收股利  9,936.67            9,936.67  股利分配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众合天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少数股东 其他应收款  3,200.00            3,2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600.00   3,000.00     25,200.20  29,399.80  股权转让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117.25   3,940.97     20,157.71   27,900.51    应收本金及利息 非经营性往来 

总计     440,811.94      258,934.68      233,760.15     465,986.47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总会计师（或财务总监）：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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