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8-0028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4 月 3 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323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
行了认真审查与分析，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回复。现就回复内容公
告如下：
一、根据公告，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受同一股
东控制。2017 年末，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有限公司累计占用你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余额为 1.11 亿元，请你公司说明相关资金占用余额的
形成时点及原因、是否存在利息安排、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及截至 2017 年度报告披露日是否存在余额，如存在，请你公司披
露对相关资金占用的解决方案。
回复如下：
2017 年 12 月 27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持有鄂尔多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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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电缆”）50%的股权与公司控股股
东关联方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属的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铸锻公司”）100%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详见公告：
，以下简称“本次资产置换”）。此次交易后，根据会计
【2017-0091】
准则要求，公司于 2017 年年报中将与原合营公司西北电缆的资金往
来，披露为与控股股东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及资金占用，具体情况如下：
西北电缆原为公司于 2013 年与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的合营公司，股东双方各持有西北电缆 50%的股权。西
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系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根据西北电缆的《公司章程》，公司不构成对西北电缆的控制，
在公司历年财务报告中均作为合营公司披露，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为支持西北电缆生产经营，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9 日借给西北电
缆 455.00 万元以支付员工安置款，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借给西北电
缆 10,000.00 万元。作为合营公司的另一方股东，西安重工装备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也同等金额同等条件向西北电缆实施借款。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西北电缆应付公司的借款余额及应计利息合计为
11,075.68 万元（其中，计提的借款利息为 620.68 万元）
。
根据本次资产置换交易方案，交易后西北电缆股东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关联方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西北电缆成为林州重机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的合营公司。公司与西北电缆原有的资金占用在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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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口径上调整为与控股股东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占用。本次资产置换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履行了相关披露程序。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公司关联方积极配合，陆续归还本金及利
息。截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西北电缆累计归还借款本息合计
11,140.04 万元
（包含 2018 年 1 月 1 日至还款日的利息 64.36 万元），
已经全部偿还公司借款，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况。具体还款资金明细
如下：
还款日期

还款金额（元）

备注

2018 年 2 月 1 日

50,000,000.00

2018 年 2 月 23 日

50,000,000.00

2018 年 3 月 6 日

3,000,000.00

2018 年 3 月 12 日

1,550,000.00

2018 年 3 月 12 日

6,206,800.00 借款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利息

2018 年 3 月 15 日

643,600.00 2018 年 1 月 1 日至还款日利息

合计

111,400,400.00

综上，公司与西北电缆之间形成的资金拆借及资金占用系由于
2017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实施的资产置换改变了公司的合并范围
而产生的。此外，关联方在资产置换完成后也履行了还款义务并已解
决了上述资金占用。
二、根据公告，你公司在报告期内与郭现生、韩录云、林州重机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存在非经营性往来，请你公司以列表形式，逐项说明各项资金
往来的形成原因、资金占用的用途及解决时点，以及是否存在利息支
付安排。
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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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与郭现生先生资金往来明细如下：
日期

摘要

归还金额（元）

借款金额（元）

年初余额

方向

余额（元）

贷

1,701,450.46

2017-1-10

还郭现生款

200,000.00

贷

1,501,450.46

2017-2-9

还郭现生款

400,000.00

贷

1,101,450.46

2017-2-20

借郭现生款

1,000,000.00

贷

2,101,450.46

2017-2-20

借郭现生款

6,000,000.00

贷

8,101,450.46

2017-2-20

还郭现生款

贷

2,101,450.46

2017-2-21

借郭现生款

1,500,000.00

贷

3,601,450.46

2017-4-25

借郭现生款

5,000,000.00

贷

8,601,450.46

2017-4-26

借郭现生款

5,000,000.00

贷

13,601,450.46

2017-4-27

借郭现生款

4,000,000.00

贷

17,601,450.46

2017-5-12

还郭现生款

贷

15,101,450.46

2017-5-17

借郭现生款

贷

17,651,450.46

2017-5-23

还郭现生款

贷

12,651,450.46

2017-5-24

借郭现生款

贷

17,651,450.46

2017-5-24

还郭现生款

6,000,000.00

贷

11,651,450.46

2017-5-26

还郭现生款

1,000,000.00

贷

10,651,450.46

2017-5-26

还郭现生款

1,000,000.00

贷

9,651,450.46

2017-6-1

还郭现生款

5,000,000.00

贷

4,651,450.46

2017-6-1

借郭现生款

贷

5,001,450.46

2017-6-2

还郭现生款

5,000,000.00

贷

1,450.46

2017-6-16

还郭现生款

800.00

贷

650.46

2017-7-3

借郭现生款

3,020,000.00

贷

3,020,650.46

2017-11-8

借郭现生款

1,000,000.00

贷

4,020,650.46

2017-11-28

还郭现生款

15,300.00

贷

4,005,350.46

2017-12-16

还郭现生款

380.00

贷

4,004,970.46

2017-12-23

还郭现生款

150,000.00

贷

3,854,970.46

合计

6,000,000.00

2,500,000.00
2,55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350,000.00

32,266,480.00

34,420,00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资金往来为控股股东郭现生先生陆续借给公司
临时使用的资金，具体情况为：截至 2017 年年初，公司尚未归还控
股股东郭现生先生的余额为 170.14 万元；2017 年度，控股股东郭现
生先生陆续借给公司使用金额合计为 3,442.00 万元；2017 年年末公
司归还金额合计为 3,226.65 万元，截至 2017 年年末，公司尚未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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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为 385.49 万元。因此不存在控股股东郭现生先生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
（二）公司与韩录云女士资金往来明细如下：
日期

摘要

归还金额（元）

借款金额（元）

年初余额
2017-12-18

还韩录云款

364.00

0.00

方向

余额（元）

贷

104,228.30

贷

103,864.30

由上表可以看出，资金往来为控股股东之妻韩录云女士借给公司
临时使用的资金，具体情况为：截至 2017 年年初，公司尚未归还控
股股东之妻韩录云女士的余额为 10.42 万元；2017 年度，公司归还
控股股东之妻韩录云女士的临时借款金额为 0.04 万元，截至 2017 年
年末，公司尚未归还金额为 10.38 万元。因此不存在控股股东之妻韩
录云女士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公司与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明细如下：
日期

摘要

归还金额（元） 借款金额（元）

年初余额

方向

余额（元）

贷

400,593.00

2017-1-31

还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款

150,000.00

0.00

贷

250,593.00

2017-4-10

还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款

200,000.00

0.00

贷

50,593.00

2017-7-14

还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款

50,539.00

0.00

贷

54.00

2017-7-22

还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款

54.00

0.00

平

400,593.00

0.00

合计

由上表可以看出，资金往来为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借给公
司临时使用的资金，具体情况为：截至 2017 年年初，公司尚未归还
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余额为 40.06 万元；2017 年度，公司
陆续归还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临时借用金额合计为 40.06 万
元；因此不存在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与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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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明细如下：
资金往来方
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
系

林州重机集团

受同一股东控

控股有限公司

制

2017 年期末

2017 年期初往来 2017 年往来累计发生 2017 年偿还累计

往来资金余

资金余额（元） 金额（元，不含利息） 发生金额（元）

-59,740,082.31

额（元）

345,198,253.15 285,458,170.84

0.00

截至 2017 年年初，铸锻公司尚未归还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的余额为 5,974.01 万元；2017 年度，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与铸锻 公司借 方、贷 方累计 发生金 额分别 为 34,519.83 万元、
28,545.82 万元；2017 年年末，铸锻公司与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的余额已清零。
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与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资金往
来是资产置换之前形成的，是公司合并口径变化而发生的，实际不存
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五）公司与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资金往来明细如下：
日期

摘要

2017-5-10

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借款

2017-6-15

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还款

借款金额（元） 归还金额（元）
30,000,000.00
30,000,000.00

方向

余额（元）

借

30,000,000.00

平

0.00

由于近几年公司持续性的从关联方借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且
余额较大，公司财务部门因工作疏忽，在未检查关联方借款余额的情
况下，同意为关联方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机矿业”）
偿付款项，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形成了资金往来 3,000.00 万元。重
机矿业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向公司归还了 3,000.00 万元。
年终决算时，由于关联方财务部门对关联交易等制度不熟悉，对
上述借款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按照关联交易制度规定，即 5.22%/年
（基准利率上浮 20%）的利率向公司支付了利息款 154,454.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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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事项，公司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在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未来公司将以监管机构的相关规范性要求为准绳，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六）公司与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金往来明细如下：
日期
2017-11-17
2017-11-20

摘要

归还金额（元） 借款金额（元） 方向

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借给公司款项
公司归还林州重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款项

余额（元）

20,000,000.00 贷

20,000,000.00

平

0.00

20,000,00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资金往来为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
借给公司临时使用的资金，因此不存在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七）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与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
金往来明细如下：
资金往来方名称

林州重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往来方与上市公 2017 年期初往来资
司的关联关系

受同一股东控制

金余额（元）

-19,656,977.36

2017 年往来累计 2017 年偿还累 2017 年期末往
发生金额（元，不

计发生金额

来资金余额

含利息）

（元）

（元）

26,981,430.06

8,274,752.70

-950,300.00

截至 2017 年年初，铸锻公司尚未归还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余额为 1,965.70 万元；2017 年度，铸锻公司与林州重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方、贷方累计发生金额分别为 2,698.14 万元、
827.48 万元；2017 年年末，铸锻公司尚未归还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余额为 95.04 万元。
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与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资金
往来是资产置换之前形成的，是公司合并口径变化而发生的，实际不
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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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
郭现生先生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借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每笔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该
额度有效期三年，在总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上述资金往来方中的
韩录云女士与郭现生先生是夫妻关系，系一致行动人；林州重机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郭现生先生控股企
业。因此，公司认为韩录云女士、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林州
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的资金资助，等同于郭现生先生的资
金资助。
三、根据你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相关独立董事认为你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形。请独立董事核查相关独立意见的准确性。
回复如下：
针对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的上述问询，独立董事经过认识核查、
讨论，一致认为：
（一）在季度末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与公司的资金往来余额都为
零；
（二）考虑到公司与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属于相
互流动性占用，而非单方面的占用，且公司占用大股东资金时间长、
金额大，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占用公司资金时间较短、金额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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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占用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资金时，按约定应支付一定
的利息，但实际并未支付；而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占用公司资金时向
公司支付了利息。双方相互的资金占用，并未构成对公司和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实质性损害。
（四）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2017 年度发生的资金往来中，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为公司提供资金净额 2,266.75 万元。截至 2017
年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仍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395.87 万元。虽
然从整体上分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 2017 年度为公司提供了资
金支持，但本年度内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小额的资金占用，该资
金短时间占用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四日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