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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 

中准综字（2009）第 5003 号 

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阳光）委托，审计了其

2008 年度财务报表。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按照证监发[2003]56 文的要求，对浙江阳

光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浙江阳光对外担保情况已予充分关注，现专项说明如下： 

一、浙江阳光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1.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母公司，2008 年年初未占用浙江阳

光资金，2008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123,068.00 元，2008 年度累计

归还 1,123,068.00 元，2008 年年末未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2.上虞市创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浙江阳光的关系为同一母公司，2008 年年初

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511.06 元，2008 年度累计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237,705.47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238,216.53 元，2008 年年末未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3.上虞世纪阳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浙江阳光的关系为同一母公司，2008

年年初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45,143.17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45,143.17 元，2008

年年末无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上虞世纪阳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初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430.00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430.00 元，2008 年年末无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4.浙江安格鲁传动系统有限公司与浙江阳光的关系为同一母公司，2008 年年初

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109,616.57 元，2008 年度累计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374,000.00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1,483,616.57 元，2008 年年末无经营性占用浙江阳

光资金。 

浙江安格鲁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初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62,380.57 元，2008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801,619.43 元，2008 年度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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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归还 864,000.00 元，2008 年年末无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5.重庆凯光置业有限公司与浙江阳光的关系为同一母公司，2008 年年初经营性

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353,933.00 元， 2008 年度累计归还 353,933.00 元，2008 年年末无

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6.印度艾耐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合营企业，2008 年年初无经营性

占用浙江阳光资金，2008 年度因购买商品累计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1,719,699.95 元，

2008 年度累计归还 903,673.16 元，2008 年年末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0,816,026.79

元。 

7.浙江阳光进出口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子公司，2008 年年初经营性占用浙江

阳光资金 5,467,043.55 元，2008 年度因购买商品累计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6,008,021.69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21,475,065.24 元，2008 年年末无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浙江阳光进出口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初无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2008 年

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58,000.00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58,000.00 元，

2008 年年末无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8.浙江阳光照明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子公司，2008 年年初经营性占用浙江阳

光资金 1,838,042.90 元，2008 年度因购买商品累计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51,426,770.29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39,217,908.90 元，2008 年年末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4,046,904.29 元。 

浙江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初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2,451,716.27

元，2008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21,620,950.19 元，2008 年度累计归

还 21,990,396.35 元，2008 年年末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2,082,270.11 元。  

9.浙江阳光碧陆斯照明电子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子公司，2008 年年初经营性

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23,960.00 元，2008 年度因购买商品累计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850,486.68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974,446.68 元，2008 年年末无经营性占用浙江阳

光资金。 

浙江阳光碧陆斯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初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33,801.35 元，2008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471,565.63 元，2008 年度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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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归还 505,366.98 元，2008 年年末无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0.浙江阳光城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子公司，2008 年年初经营性

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0,760.00 元，2008 年度因购买商品累计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255,784.62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266,544.62 元，2008 年年末无经营性占用浙江阳

光资金。 

浙江阳光城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初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42,090.68 元，2008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577,893.81 元，2008 年度累

计归还 619,984.49 元，2008 年年末无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1.上海森恩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子公司，2008 年年初经营性占

用浙江阳光资金-6,210.72元，2008 年度因购买商品累计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316,767.60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302,867.28 元，2008 年年末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7,689.60

元。 

上海森恩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2008年年初无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2008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3,000,000.00 元，2008 年年末非经营性占用浙

江阳光资金 3,000,000.00 元。 

12.上虞森恩浦荧光材料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子公司，2008 年年初非经营性

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99,578.17 元，2008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2,605,908.04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2,805,486.21 元，2008 年年末无非经营性占用浙

江阳光资金。  

13.上虞阳光亚凡尼照明材料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子公司, 2008 年年初经营

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4,362.84 元，2008 年度因购买商品累计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43,368.59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57,731.43 元，2008 年年末无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

资金。 

上虞阳光亚凡尼照明材料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初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3,189,085.68 元，2008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74,734,480.67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177,923,566.35 元，2008 年年末无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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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原名：世纪阳光余江照明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

子公司，2008 年年初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20,993,301.07 元，2008 年度因购买商

品累计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40,342,193.95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116,716,138.16 元，

2008 年年末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2,632,754.72 元。 

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初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07,880.00 元，

2008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97,628.00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205,508.00 元，2008 年年末无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5.阳光(越南)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子公司，2008 年年初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1,021.26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95,572.41 元，2008 年年末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94,551.15 元。 

16.香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子公司，2008 年年初无经营性占用浙

江阳光资金，2008 年度因购买商品累计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91,410,696.30 元，2008

年度累计归还 91,025,378.71 元，2008 年年末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385,317.59 元。 

17.艾耐特照明(欧洲)有限公司系浙江阳光的子公司，2008 年年初无经营性占用

浙江阳光资金，2008 年度因购买商品累计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5,168,992.22 元， 2008

年年末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5,168,992.22 元。 

艾耐特照明(欧洲)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初无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2008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浙江阳光资金 487,488.13 元，2008 年年末非经营性占用浙江

阳光资金 487,488.13 元。 

上述资金往来均未计资金占用费。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

之资金占用及归还情况已于 2008 年 8 月 23 日披露。 

二、浙江阳光对外担保情况 

经审计，我们未发现浙江阳光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非关联方、非法人单位、个人提供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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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表 

二、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表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资金占用方

资金占用方

与上市公司

的关系

 占用

方式

占用原

因
备 注

A B C D E1 F1  E2  F2  E3  F3  E4  F4  E5  F5  G H I

600261 浙江阳光 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2.31 112.31  非经营性  代垫

600261 浙江阳光 上虞市创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应收账款 0.05 15.37 15.42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上虞市创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预付账款 8.40 8.40  经营性  销售

600261 浙江阳光 上虞世纪阳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应收账款 4.51 4.51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上虞世纪阳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4 0.04  非经营性  代垫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安格鲁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应收账款 110.96 110.96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安格鲁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应收票据 37.40 37.40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安格鲁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4 80.16 86.40  非经营性  代垫

600261 浙江阳光 重庆凯光置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应收账款 35.39 35.39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印度艾耐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81.60 1,171.97 90.37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阳光进出口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546.71 1,600.80 2,147.51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阳光进出口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0 5.80  非经营性  代垫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04.69 183.80 5,142.68 3,921.79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8.23 245.17 2,162.10 2,199.04  非经营性  代垫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阳光碧陆斯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40 85.04 97.44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阳光碧陆斯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8 47.16 50.54  非经营性  代垫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相对应的会计报表科目
 资金占用期末时点

金额

 资金占用期初时点

金额

 资金占用借方累计

发生额

 资金占用贷方累计

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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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阳光城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8 25.58 26.66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阳光城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1 57.79 62.00  非经营性  代垫

600261 浙江阳光 上海森恩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0.77 -0.62 31.68 30.29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上海森恩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00 300.00  非经营性  代垫

600261 浙江阳光 上虞森恩浦荧光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96 260.59 280.55  非经营性  代垫

600261 浙江阳光 上虞阳光亚凡尼照明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4 4.33 5.77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上虞阳光亚凡尼照明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8.91 17,473.45 17,792.36  非经营性  代垫

600261 浙江阳光 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810.87 2,810.87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79 9.76 20.55  非经营性  代垫

600261 浙江阳光 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263.28 -2,099.33 11,223.35 8,860.74  经营性  销售

600261 浙江阳光 阳光(越南)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9.46 0.10 9.56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香港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8.53 9,141.07 9,102.54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艾耐特照明(欧洲)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516.90 516.90  经营性  采购

600261 浙江阳光 艾耐特照明(欧洲)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75 48.75  非经营性  代垫

合  计        556.98     3,296.31        608.70   -1,203.51   20,552.07   31,821.24   20,603.79   27,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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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担保人（上市
公司/上市公

司子公司）

上市公司
控股比例

被担保
对象

被担保方
上年末资
产负债率

被担保对象
与上市公司
的关系

期初担
保金额

期末担
保金额

担保开
始日

担保结
束日

目前是否
仍存在担
保责任

履行何种
审批程序

是否采取反
担保措施

担保
方式

上市公司上
年末合并净

资产数

期末担保
额占净资
产比例

备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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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3-3


	600261_20090331_3.pdf
	浙江阳光2008关联方报表.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