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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关于对关于对关于对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的专项审计说明的专项审计说明的专项审计说明的专项审计说明 
 

信会师报字[2012]第 110810 号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公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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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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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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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专项专项专项专项审计意见审计意见审计意见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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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使用目的的限制使用目的的限制使用目的的限制使用目的的限制 
我们提醒汇总表使用者关注，汇总表是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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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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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建勋李建勋李建勋李建勋  

    （（（（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中国注册会计中国注册会计中国注册会计师师师师：：：：刘锦平刘锦平刘锦平刘锦平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二二二二 O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月月月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日日日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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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期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11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11年度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11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11年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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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计科

目

2011年期初往来资金

余额

2011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11年度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11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11年期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1,870,001.86  1,700,000.00  1,870,001.86  1,700,000.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票据  2,000,000.00  327,012,589.97  329,012,589.97 经营性往来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货币资金  4,764,978,940.51  43,956,371,588.93  59,900,534.37  43,174,243,474.49  5,607,007,589.32 经营性往来

山西高河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340,992.00  13,245,992.00  95,000.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贸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票据  295,208,654.60  114,352,348.00  180,856,306.6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票据  350,000,000.00  1,325,010,041.78  1,199,010,041.78  476,000,000.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华亿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票据  31,320,000.00  838,712,632.44  866,032,632.44  4,000,000.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华亿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520,121.33  26,896,422.76  27,356,767.82  59,776.27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253,500.00  253,500.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4,816.00  4,816.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票据  250,000.00  1,500,000.00  1,650,000.00  100,000.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容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票据  51,430,736.95  234,705,000.00  208,635,736.95  77,500,000.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余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票据  11,200,000.00  202,844,035.00  214,044,035.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85,850.85  592,369,638.95  231,177,128.14  361,378,361.66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票据  30,000,000.00  9,400,000.00  20,600,000.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阳煤炭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330,278.88  3,660,586.67  6,669,692.21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阳煤炭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7,331.99  108,127.99  649,204.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高纯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7,532,000.00  4,568,000.00  2,964,000.00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6,000.00  176,000.00 经营性往来

小计  5,214,013,967.50  47,864,467,207.30  59,900,534.37  46,398,372,279.11  6,740,009,430.06

企业法定代表人：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____

上市公司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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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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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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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计科

目

 2011年期初往来资金

余额

 2011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11年度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11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11年期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预付账款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320,0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348,000,000.00  519,137,790.00  867,137,79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838,003.73  3,953,232.54  36,791,236.27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172,520,000.00  242,596,950.00  415,116,95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9,695,183.25  2,032,999.56  71,728,182.81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59,690,070.00  268,836,830.00  328,526,9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850,958.70  668,971.55  23,519,930.25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预付账款  65,000,000.00  165,000,000.00  230,0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常兴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15,000,000.00  40,000,000.00  55,0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常兴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353,242.35  1,501,818.25  52,855,060.6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常兴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预付账款  50,000,000.00  190,600,000.00  240,6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24,870,500.00  64,200,000.00  89,070,5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预付账款  72,000,000.00  300,000.00  72,3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15,000,000.00  15,0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预付账款  72,000,000.00  300,000.00  72,3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40,000,000.00  69,500,000.00  10,000,000.00  99,5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13,000,000.00  13,0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长泰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20,000,000.00  20,0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长泰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225,396.86  1,494,525.18  4,824,511.47  5,895,410.57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环能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应收账款  25,922,052.56  93,645.52  26,015,698.08 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环能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6,701,680.78  18,189,597.30  4,000,000.00  130,891,278.08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预付账款  120,000,000.00  120,300,000.00  240,300,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1,542,667,088.23  2,018,171,542.09  3,534,817.81  1,379,218,921.40  2,185,154,526.73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山西潞安环能煤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之参股公司 应收账款  35,813,655.60  27,568.65  496,600.00  35,344,624.25 经营性往来

总计 6,792,494,711.33          49,882,666,318.04          63,435,352.18               47,778,087,800.51        8,960,508,581.04          

企业法定代表人：李晋平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强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会波________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2011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续）

 编制单位：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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