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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安永华明（2019）专字第60729920_B02号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贵公司”）及其

子公司（“贵集团”）的财务报表，包括2018年12月31日合并及公司的资产负债

表，2018年度合并及公司的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并于2019年3月25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编

号：安永华明（2019）审字第60729920_B01号）。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 
 

现根据贵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公司（以下统称为“合并范围内各公司”）

2018年度财务会计资料，对该年度贵公司与合并范围内各公司之间、贵集团与

贵公司大股东之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作出如下专

项说明。如实提供上述事项的全部情况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是

贵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各公司的责任。下列资料和数据均完全摘自贵集团合并范

围内各公司的2018年度财务会计资料，除了为出具上述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而实施的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其实施其他额外审计程序。 
 

在本专项说明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是指贵集团为贵公司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垫付的工资、

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代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

的资金；有偿或无偿、直接或间接拆借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的资金；为大股

东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权；其他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

下提供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资金。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是指贵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附属企业”是指贵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企业，但不含贵公司以及贵公司直接控制的企业。对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计提的减值准备或核销的金额，未从期末占用余额中扣除。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是指合并范围内各公司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之间的

经营性资金往来，以及贵集团与“关联自然人及其附属企业”和“其他关联人及其

附属企业”之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除债务人主体不同外，“非经营性资金往

来”的业务内容与前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同。除“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以外的

其他资金往来作为“经营性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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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续） 

 

安永华明（2019）专字第60729920_B02号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 编制基础 

 

本专项说明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联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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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以及《主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 ——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 

 

在编制本专项说明的附表时，我们对其中一些问题采用了如下所示的处

理方法： 

 

（1） 贵集团合并范围为各公司之间的非经营性应收、预付款项，虽然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已经予以抵销，但是在编制本专项说明时，

仍然单独列示于附表的“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部分中。 

 

（2） 贵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非全资子公司与贵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按照其

余额和发生额全额列入本专项说明附表。 

 

（3） 对于合并范围内不同公司与同一方之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如果其核算科目和业务内容相同，则将其金

额加总后列示于同一行中；如果核算科目和业务内容不同，则在

不同的行中分别列示。 

 

（4） 本专项说明中所指的各类关联方范围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要求确定，因此可能与已经经过我们审计的贵公司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部分中所列示的

关联方范围存在差异。 

 
 

二、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合并范围内各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的有关情况 

 

请参见本专项说明附表“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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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续） 

 

安永华明（2019）专字第60729920_B02号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三、 本专项说明的使用 

 

本专项说明仅供贵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报送之用。除下段

另有说明之外，未经我所书面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公开发表或公众

查阅，或作其他用途使用。 

 

贵公司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可以利用本专项说明及其附表中

列示的有关资料编制用于与贵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一同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zse.cn）披露的涉及贵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信息，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及签署贵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本专项说明的注册会计师

对由贵公司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实施的这一编制过程及其结

果不承担任何责任。与贵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一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披露的涉及贵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信

息亦不应标注任何可能导致信息使用者认为这些内容已经经过安永华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或者审阅，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对其

提供保证的字样。 

 
 

附表：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   颖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游   瑾 

 

 2019年3月25日 

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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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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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期初 

往来 

资金余额 

2018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18年度 

往来资金的 

利息 

2018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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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大股东 应收账款  -  4.79  -  4.06 0.73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重庆潍柴发动机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447.94 - 447.94 -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6,716.28 11,036.72 - 17,207.71 10,545.29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25,053.85 3,993.48 - 3,147.33 25,900.00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潍柴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7,143.58 33,365.97 - 28,465.08 12,044.47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山东潍柴进出口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5,352.66 77,867.85 - 74,566.50 8,654.01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山东潍柴进出口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24,240.08 32,810.97 - 52,998.84 4,052.21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山东潍柴进出口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347.80 216.81 - - 564.61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836.91 28,907.19 - 31,090.39 653.71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33,018.86 27,637.05 - 5,137.93 55,517.98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扬州亚星商用车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15.19 0.80 - 215.99 -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扬州亚星商用车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192.85 8.00 - 1,200.85 -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潍柴（扬州）亚星新能源商

用车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1,985.70 - 203.60 1,782.10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扬州盛达特种车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3,681.50 9,162.12 - 5,744.69 7,098.93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扬州盛达特种车有限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148.59 6,356.25 - 9,105.80 399.04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

公司 
大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3.94 - 3.94 -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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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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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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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期初 

往来 

资金余额 

2018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18年度 

往来资金的 

利息 

2018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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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9,384.03 - 8,531.13 852.90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山东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61.19 - 61.19 -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211.89 4,822.25 - 4,674.00 1,360.14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0,573.72    21,612.83 - 18,098.01 14,088.54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山推道路机械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32.06 8,166.86 - 8,212.51 86.41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山重建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 2,442.69 - 1,077.75 1,364.94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德州德工机械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6 月 5 日起成为关联

方）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706.55 897.93 - 5,552.80 51.68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德州德工机械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6 月 5 日起成为关联

方）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600.00 2,000.00 - 3,600.00 -    销售货物 
经营性往

来 

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银行存款 1,715,789.88 6,809,926.10 27,322.83 6,621,764.95 1,931,273.86 
存款及利

息 

经营性往

来 

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利息 2,311.68 26,077.42 - 27,322.83 1,066.27 
存款及利

息 

经营性往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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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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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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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期初 

往来 

资金余额 

2018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18年度 

往来资金的 

利息 

2018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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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湘火炬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4.10 - - 150.00 474.10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潍柴动力（北京）国际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61 - - - 16.61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潍柴动力（香港）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9,290.80 144,758.58 - - 224,049.38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Weichai America Corp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582.48 - - 14,013.38 2,569.10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总计 1,955,787.92 7,263,955.46 27,322.83 6,942,599.20 2,304,467.01   

 
 

 
 
 
 
 
 
 
 
 
 

此表已于2019年3月25日获以下人士批准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邝焜堂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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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余额 报告期 报告期 期末余额 预计 预计 预计 

（2018 年 1

月 1 日） 
新增占用金额 偿还总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偿还方式 偿还金额 偿还时间 

（万元） （2018 年度） （2018 年度） （万元） 
 

（万元） （月份） 

 
（万元）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当年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

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

说明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

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此表已于2019年3月25日获以下人士批准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邝焜堂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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