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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天健审〔2020〕4369号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光科技）

2019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审计了后

附的聚光科技管理层编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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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聚光科技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

意将本报告作为聚光科技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

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聚光科技 2019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二、管理层的责任 

聚光科技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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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相关资料编制汇总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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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聚光科技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发

表专项审计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

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审计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聚光科技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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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

关资料的规定，如实反映了聚光科技 2019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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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姚纳新 最终共同控制人之一 其他应收款            172.81            172.81 备用金 经营性往来

小   计            172.81            172.81

其他应收款             169.69            131.36            144.87            156.18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其他应收款           2,189.76          4,741.16            118.29          3,399.92          3,649.2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应收款             127.50            127.5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应收款              35.00             60.00              5.84             80.84             20.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其他应收款          1,400.68             46.29          1,446.9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应收款              7.68              7.68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宁波大通永维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00          1,781.38             66.62          2,848.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聚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2.30             15.67             19.67            338.3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贵州聚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19              1.37              1.37             47.1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应收款           2,882.78          2,963.74            314.51            922.31          5,238.7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应收款              90.30             90.3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北京聚光世达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0            1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聚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9.91            159.9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慧光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00              0.13             33.1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聚光仪器（香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6              1.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Best Vanguard Limited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18              0.1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聚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12              3.01              3.1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贵州聚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0.00             12.36             12.36            27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聚光科技园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4.27            134.2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池州聚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2.66             10.22             10.22            352.6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玉溪聚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            451.14            491.1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聚光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10.00          8,050.46            158.99          8,819.45          1,0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聚光智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0.00            7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景宁聚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1.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云南聚光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0          1,202.90             49.91            589.91            762.9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聚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00             24.91             74.91            95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唐山聚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00              0.63             60.6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聚光福克斯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29              0.2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铜川市聚泽龙潭生态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2.64            112.6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邯郸市聚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0              6.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吉林市光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60              0.56              6.16             3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   计           8,906.88         23,487.88            826.30         20,176.83         13,044.23

彭  华 前任董事 其他应收款               1.35              0.04              1.39 备用金 经营性往来

田昆仑 董事会秘书 其他应收款             13.50             13.50 备用金 经营性往来

小   计               1.35             13.54             14.89

大庆清源时代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1.20             11.20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南京科略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4.00            105.58            105.58             24.00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莱州市力拓水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00.00            347.98            152.02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黄山聚光浦溪河生态治理服务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60.00             60.00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Systea S.P.A 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预付款项              35.65            982.49          1,018.14 采购产品 经营性往来

宁夏水投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预付款项             412.10          1,219.35          1,603.62             27.83 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高青聚艾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39.44            139.44            400.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山西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预付款项              80.00             25.51            104.44              1.07 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小   计           1,122.95          2,872.37          3,379.20            616.12

总   计          10,031.18         26,546.60            826.30         23,743.73         13,660.35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重庆三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

哈尔滨华春药化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北京盈安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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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19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2019年度资金
占用的利息

2019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9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深圳市东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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