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

专项说明

索引 页码

专项说明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1-2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联系电话:
telephone:

+86(010)6554 2288
+86(010)6554 2288

ShineWi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9/F, Block A, Fu Hua Mansion ,
No.8, Chaoyangmen Beidaj ie ,
Dongcheng Dis t r i c t , Be i j i ng ,
100027, P.R.China

传真:
facsimile:

+86(010)6554 7190
+86(010)6554 7190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

XYZH/2021CDAA40058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富临运业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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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

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 XYZH/2021CDAA40057 号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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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披露的要

求，富临运业公司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富临运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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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汇总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富临运业公司的责任。

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富临运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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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除对富临运业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以及将本专项说明后附的汇总表所

载项目金额与我们审计富临运业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时富临运业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

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外，我们没有对本专项说明后附的汇总表执行任

何附加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富临运业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

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富临运业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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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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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小计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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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37,500.00 393,750.00 43,750.00 GPS设备 经营性往来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000.00 10,000.0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小计 10,000.00 437,500.00 403,750.00 43,750.00 

原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注1)

安岳县宏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4,658.14 569.75 5,227.89 融资租赁保险费 经营性往来

安岳县宏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35,280.00 35,280.00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成都富临精工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94,500.00 94,500.00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成都富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396.00 396.00 租赁费、油款 经营性往来

成都富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5,000.00 5,000.00 押金 经营性往来

茂县中烨天然气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6,200.00 16,200.00 32,400.00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3,070.00 139,945.22 163,015.22 电动车运输费 经营性往来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654,500.00 10,723.37 665,223.37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绵阳富临桃花岛酒店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94,500.00 12,331.91 106,831.91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绵阳临园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101,500.00 1,531.91 103,031.91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绵阳野马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12,400.00 112,400.00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126,000.00 1,531.91 127,531.91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6,200.00 16,200.00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7,700.00 47,700.00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1,090,600.00 412,835.86 1,503,435.86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91,100.00 91,100.00 车辆租赁款、旅游费 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126,000.00 10,800.00 136,800.00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绵阳富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388,500.00 73,527.64 462,027.64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绵阳富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94,500.00 17,731.91 112,231.91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绵阳富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30,251.26 30,251.26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成都富临精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531.91 1,531.91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77,663.78 877,663.78 车辆租赁款、服务费、广告费 经营性往来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925,322.07 8,523.43 933,845.50 误工费、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1,094,652.90 1,094,652.90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野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8,600.00 48,600.00 车辆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小计 6,052,642.89 754,236.08 6,806,8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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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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北川羌族自治县富临运业交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686.92 62,686.92 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富临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154.88 12,154.88 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国际商贸城运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563,400.00 15,819.83 15,819.83 31,563,400.00 往来款、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市温江区长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0,634.42 3,184,300.00 3,494,934.4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蜀顺达驾驶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475.40 163,200.00 154,190.44 18,484.9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崇州市国运公交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32,740.04 9,769,605.00 17,802,345.0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射洪洪达出租车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326,597.85 5,394,187.48 932,410.3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蜜蜂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132,166.64 65,842,931.84 63,646,775.60 10,328,322.88 往来款、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235,454.57 20,821,480.00 23,496,696.27 8,560,238.30 往来款、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成都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4.84 20,490,826.50 20,491,021.34 往来款、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江油运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517.56 30,517.56 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蓬溪运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65,110.22 32,338,573.92 30,609,183.36 6,494,500.78 往来款、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射洪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250.17 45,250.17 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天府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531.46 42,531.4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遂宁富临运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3,589,079.33 255,014,612.54 8,574,466.79 往来款、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西昌富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6,702.34 1,300.00 118,002.3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省蓬溪县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92,723.68 992,723.6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绵阳市富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4,428.60 64,428.60 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绵阳市富临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6,252.05 376,252.05 代垫社保公积金等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东信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30,000.00 545,745.58 384,254.4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65,158,602.15 424,107,535.91 422,410,059.56 66,856,078.50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无

小计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注2） 济南海旭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其他 应收账款 35,916,151.96 35,916,151.96 经营性往来

小计 35,916,151.96 35,916,151.96 

总计       71,221,245.04     461,215,423.95         465,536,840.49        66,899,828.50 

注1：本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实业集团）于2019年4月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剩余股权，2019年5月19日完成过户转让手续登记；转让后，富临实业集团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根据深交所上市管理办法，富临实业集团转让行为
发生的12个月内，本公司仍将其作为关联方列示。2020年5月19日后，富临实业集团不再是本公司关联方，故原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2020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包含本年实际归还数以及2020年5月19日的余额。

注2：本公司控股股东永锋集团有限公司为济南海旭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第一大客户，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本公司将济南海旭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认定为关联方。

企业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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