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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德师报(函)字(22)第 Q00902 号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

名“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202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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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以下合称“财务报表”)，并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签发了德师报(审)字(22)

第 P02428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安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的要求，贵公司编制了后附的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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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

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本所审计贵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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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对贵公司实施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与关联方交易有关的审计程序外，我

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21 年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后

附的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说明仅作为贵公司向证券监管机构呈报 2021 年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资金占用情况之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黄玥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婵 

 
 
 
 

 202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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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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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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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年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21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1 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1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1 年年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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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 - - - -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总计    - - - - -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1 年年初往

来资金余额 

2021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1 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1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1 年年末往

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智链深国际智慧物流(深圳)有限公司(原名“深圳

市宝通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539 - - 539 - 

提供委托管理服

务及工程咨询 
经营性往来 

深圳投控国际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长期预付款项 - 61,097 - - 61,097 预付股权收购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投控国际资本控股基建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长期应收款 - 64,417 - - 64,417 股权收购相关 经营性往来 

深圳全程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长期应收款 106 4 - 110 - 
提供融资租赁服

务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深圳市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226 7,834 - - 23,06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外环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50 14,421 - - 18,371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益常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6 388 - 324 2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Maxprofit Gain Limited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 - - - 3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美华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167 - - 3 4,164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丰立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5 1 - - 406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深高速基建环保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 32 - 53 4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运营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0  - - 43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高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75 - 75 -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马鄂高速公路经营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4 184 - 144 184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清连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4 793 - 675 472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高速私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61 - - 61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63 - 63 -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光明深高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7 - - 37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龙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67 - - 67 代垫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清连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33 3,667  3,667 1,833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500 5,000 2,230 1,671 54,059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包头市陵翔新能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36,431 953 11,184 26,2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达茂旗南传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38,345 962 15,507 23,8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达茂旗宁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37,719 946 15,265 23,4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达茂旗宁翔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38,737 973 15,210 24,5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达茂旗宁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38,569 978 14,347 25,2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德州众和环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1,000 30 18 1,012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西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8,860 414 305 8,969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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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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年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21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1 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1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1 年年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贵阳贝尔蓝德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8,561 368 263 8,666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龙游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200 7 4 203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木垒县乾慧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53,650 1,410 55,060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木垒县乾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11,063 242 11,305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木垒县乾智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92,350 2,318 94,668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高速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39,500 830 830 39,5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深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33,180 640 28,783 5,037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乾泰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 3,000 28 28 3,0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清连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228,383 67 838 149,326 79,962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益常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19,000 - 214 19,214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高速环境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45,000 2,000 1,784 14,403 34,381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清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18,316 - 325 18,641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包头市南风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189,800 - 1,935 191,735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高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51,200 7,716 2,383 1,730 59,569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德州蓝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776 9,769 447 320 10,672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黄石市环投蓝德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920 600 67 50 1,537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饶市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728 2,285 140 104 3,049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新余市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1,210 1,070 95 69 2,306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桂林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559 559 44 31 1,131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邯郸蓝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4,414 1,807 256 188 6,289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蓝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7,020 5,088 529 393 12,244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抚州市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2,937 1,540 146 4,623 -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泰州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3,753 3,904 321 233 7,745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关联自然人    - - - - -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

业 
   - - - - -  非经营性往来 

总计    649,834 635,711 22,853 671,161 637,237   

 

此汇总表已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