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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款项的专项说明 

 

 

安永华明(2018)专字第 60794011_A02 号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及其子公司

(以下统称“贵集团”)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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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3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的审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进行的。 

 

现根据贵集团 2017 年度财务会计资料，对 2017 年度贵集团应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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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负责是贵集团的责任。下列资料和数据均完全摘自贵集团的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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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贵集团应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款项有关情况请参

见本专项说明附表“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应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款

项情况汇总表”。 

 

本专项说明仅供贵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有关机构和有关证券交易所报

送之用。未经我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    宁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邬玉红 

 
 
 

201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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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应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款项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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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年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17 年度占用累

计发生金额 

2017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17 年年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无                 

二、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1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7,477,131.39 36,572,104.45 7,477,131.39 36,572,104.45 应收销售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2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021,374.02 6,086,732,184.84 6,141,753,558.86 - 往来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3 Goldwind Windenergy GmbH 子公司 预付账款 33,268,791.36 - 33,268,791.36 - 预付材料款，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4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78,977,178.82 57,942,312.97 114,087,607.33 22,831,884.46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应收票据 120,000,000.00 - 120,000,000.00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6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67,603,337.33 260,000.00 1,182,535,965.92 1,685,327,371.41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7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15,258,000.00 743,587,577.29 - 758,845,577.29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8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应收利息 160,578,467.14 - 94,577,442.61 66,001,024.53 往来借款利息 非经营性往来 

9 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61,823,780.13 21,706,376.48 83,530,156.61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10 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553,501,645.45 2,484,778,144.90 68,723,500.55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11 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 884,628.00 - 884,628.00 预付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12 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应收票据 91,000,000.00 - 91,000,000.00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13 甘肃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25,607,556.33 125,607,556.33 - 往来借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14 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660,557.15 21,357,340.34 24,017,897.49 -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15 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5,031,046.56 617,995,762.55 364,511,836.27 418,514,972.84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16 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23,265,259.96 - 23,265,259.96 - 预付材料款，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17 乌鲁木齐金风天翼风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6,435,062.43 56,435,062.43 - 往来借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18 北京金风天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278,371.75 293,752,755.50 187,872,477.33 124,158,649.92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19 江苏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 428,483.13 - 428,483.13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20 江苏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724,374,533.34 724,374,533.34 - 往来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21 阜新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87,290.00 - 2,187,290.00 - 往来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22 哈密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8,886,729.59 18,305,383.97 136,939,372.54 252,741.02 应收销售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23 哈密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093,228,779.33 895,970,978.05 1,197,257,801.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24 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1,081,718.19 11,081,718.19 - 往来借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25 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利息 1,267,275.83 - 1,267,275.83 - 往来借款利息，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26 Goldwi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HK) Limited 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11,302,877.03 2,683,500,279.14 2,423,429,284.43 1,171,373,871.74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27 Goldwi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HK) Limited 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48,958,689.90 - 548,958,689.90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28 Goldwi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HK) Limited 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应收利息 - 105,487.50 - 105,487.50 往来借款利息 非经营性往来 

29 Goldwind New Energy (HK) Investment Limited 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8,544,400.00 982,980,781.82 899,682,781.82 141,842,400.00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30 Goldwind New Energy (HK) Investment Limited 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1,419,250.00 2,734,041,744.73 2,528,525,734.15 526,935,260.58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31 Goldwind New Energy (HK) Investment Limited 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应收利息 38,754,835.71 42,607,999.47 - 81,362,835.18 往来借款利息 非经营性往来 

32 Goldwind New Energy (HK) Investment Limited 及其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1,094,200,000.00 1,272,260,000.00 - 2,366,460,000.00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33 江苏金风天泽风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856,099.51 5,856,099.51 - 往来借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34 金风环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000.00 - 20,000,000.00 - 往来借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35 金风环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利息 4,961,705.62 - 4,637,777.72 323,927.90 应收借款利息 非经营性往来 

36 金风环保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116,800,000.00 - 96,800,000.00 20,000,000.00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37 北京天鑫汇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944,280.26 2,944,280.26 - 往来借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38 金风科技张家口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51,019,836.50 151,019,836.50 - 往来借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39 昌吉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00,000.00 2,495,000.00 500,000.00 6,495,000.00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40 锡林郭勒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82,016,000.00 - 182,016,000.00 -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41 锡林郭勒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8,170,200.00 23,500,000.00 34,670,200.00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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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应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款项情况汇总表(续)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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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年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17 年度占用累

计发生金额 

2017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17 年年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42 吐鲁番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7,268,957.18 651,773.65 57,693,211.54 227,519.29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43 吐鲁番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952.03 - 15,952.03 - 往来借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44 江苏金风科技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41,840,000.00 5,500,000.00 36,340,000.00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45 安阳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5,119,332.65 - 25,119,332.65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46 陕西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1,060,000.00 5,600,000.00 5,460,000.00 往来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合计     6,632,368,568.60 22,027,365,709.72 19,314,261,014.70 9,345,473,263.62 
 

  

三、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无                 

四、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1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560,013.30 790,974.15 761,097.33 589,890.12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2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 其他应收款 1,000,000.00 - 1,000,000.00 - 应收股权转让款项，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3 国宏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40,364,796.78 10,661,952.22 - 51,026,749.00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4 三峡新能源新疆达坂城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8,222,617.68 1,412,067.32 297,920.00 9,336,765.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5 三峡新能源四子王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118,017,131.29 - 71,428,168.86 46,588,962.43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6 三峡新能源四子王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60,000,000.00 - 25,000,000.00 35,000,0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7 大安润风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9,213,921.13 1,324,306.66 - 10,538,227.79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8 青岛润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

子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7,118,250.00 1,719,719.94 - 8,837,969.94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9 青岛润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

子公司 应收股利 17,981,803.41 - 17,981,803.41 - 支付宣告股利，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10 三峡新能源大柴旦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36,427,800.43 - 16,411,435.39 20,016,365.04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11 三峡新能源格尔木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3,300.00 - - 3,300.00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12 三峡新能源哈密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28,413,078.47 - 4,709,684.76 23,703,393.71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13 三峡新能源金昌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91,730,178.82 - 32,866,470.82 58,863,708.00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14 三峡新能源金昌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 15,840,000.00 - 15,840,000.00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15 国水投资集团西安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注 2)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预付账款 239.32 - - - 预付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16 商都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1,582,224.31 - 706,243.42 875,980.89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17 伊春太阳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4,231,241.20 - 4,147,500.00 83,741.2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4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应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款项情况汇总表(续)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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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年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17 年度占用累

计发生金额 

2017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17 年年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18 伊春太阳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 4,147,500.00 - 4,147,5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19 三峡新能源尚义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23,344,404.80 - 11,905,904.20 11,438,500.6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20 北京兴启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58,000.00 - 58,000.00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21 三峡新能源白城风电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513,790.64 - 431,830.64 81,960.00 应收销售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22 响水长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131,235,437.00 - 30,998,335.00 100,237,102.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23 江苏金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 2)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预付账款 80,000.00 - - - 预付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24 内蒙古金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 2)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预付账款 1,210,566.00 - - - 预付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25 国水集团化德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3,252,381.34 2,774,741.74 1,310,399.44 4,716,723.64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26 三峡新能源调兵山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12,585,817.50 - 12,461,181.15 124,636.35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27 三峡新能源伊吾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44,305,729.62 - 18,780,229.62 25,525,5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28 三峡新能源伊吾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52,659,750.00 - 52,659,750.00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29 三峡新能源桐城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44,906,386.02 - 23,819,386.02 21,087,0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30 三峡新能源五家渠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292,491,286.66 - 212,350,786.66 80,140,5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31 三峡新能源五家渠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103,075,500.00 - 103,075,500.00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32 内蒙古京能巴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67,500,000.00 - 64,770,000.00 2,730,0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33 内蒙古京能巴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 50,000,000.00 - 50,000,0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34 伊春华宇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7,920,000.00 - 7,920,000.00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35 伊春华宇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 7,920,000.00 - 7,920,0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36 三峡新能源博乐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37,008,647.15 - 19,833,099.81 17,175,547.34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37 三峡新能源博乐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13,185,000.00 7,605,000.00 - 20,790,0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38 三峡新能源太阳山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52,652,748.92 - 10,005,624.43 42,647,124.49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39 三峡新能源太阳山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 12,000,000.00 - 12,000,0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40 张家川天源风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74,060,632.09 - 21,673,280.86 52,387,351.23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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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三峡新能源盐城大丰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 300,000,000.00 - 300,000,0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42 三峡新能源绥德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 92,482,717.33 - 92,482,717.33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43 三峡新能源绥德发电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应收票据 - 17,000,000.00 - 17,000,000.00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44 哈密国投新风发电有限公司 高管关联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420,191.67 - 420,191.67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45 哈密新风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高管关联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420,191.67 - 420,191.67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46 哈密新风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新疆新能源子公司 应收票据 282,469,000.00 - 282,469,000.00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47 哈密国投新光发电有限公司 新疆新能源子公司 应收票据 2,521,675.65 - 2,521,675.65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48 乌鲁木齐托里新风发电有限公司 新疆新能源子公司 应收票据 37,500,000.00 - 37,500,000.00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49 新疆信通水利电子有限公司 新疆新能源子公司 预付账款 109,759.20 - 109,759.20 - 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50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子

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600.00 - 3,600.00 应收培训费 非经营性往来 

51 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管关联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75,090.00 - 1,575,090.00 - 应收房租款，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52 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管关联公司 应收利息 212,500.00 2,550,000.00 - 2,762,500.00 应收债券投资利息 非经营性往来 

53 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管关联公司 持有至到期投资 49,995,188.87 862.69 
 

49,996,051.56 应收债券款 非经营性往来 

54 新疆新能源集团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高管关联公司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2,319,204.00 - 2,319,204.00 - 应收销售风机及配件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55 河北金风电控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71,252.90 122,886.91 - 194,139.81 预付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56 河北金风电控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 79,907.75 - 79,907.75 应收检测费 非经营性往来 

57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13,408,641.61 - 13,408,641.61 - 预付材料款，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58 欧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 628,078.39 - 628,078.39 应收处置资产款 非经营性往来 

59 欧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292,387.50 159,806.76 76,245.00 375,949.26 应收销售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60 瓜州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658,367.51 470,224.30 432,443.07 696,148.74 应收销售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61 瓜州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股利 2,652,281.24 - 2,652,281.24 - 股利宣告，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62 布尔津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125,589.00 184,840.06 - 310,429.06 应收销售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63 布尔津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股利 - 353,824.01 - 353,824.01 股利宣告 非经营性往来 

64 包头中车电机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 480,240.00 - 480,240.00 应收销售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65 西安中车永电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3,304,316.43 - 3,304,316.43 -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66 西安中车永电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828,782.39 - 5,828,782.39 - 代垫款项，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67 新疆哈密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22,497,750.00 999,467.00 70,000.00 23,427,217.00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68 New gullen range wind farm (holding) pty ltd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6,649,269.35 - 6,649,269.35 - 应收配件款，已结清 经营性往来 

69 New gullen range wind farm (holding) pty ltd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18.60 - 1,818.60 - 应收服务费，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70 White Rock Wind Farm Pty Ltd.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251,030,516.14 - 147,257,623.59 103,772,892.55 应收工程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71 White Rock Wind Farm Pty Ltd.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5,002.36 - 35,002.36 - 应收服务费，已结清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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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新疆新能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2,483,000.00 - 2,384,000.00 99,000.00 应收设计费 经营性往来 

73 新疆新能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 220,000.00 - 220,000.00 应收工程设计费 经营性往来 

74 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 33,084,000.00 - 33,084,000.00 预付材料采购款 经营性往来 

75 吉林同力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注 2)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24,065,300.00 - - - 应收销售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76 南阳润唐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股利 - 11,263,156.74 - 11,263,156.74 股利宣告 非经营性往来 

77 达茂旗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18,129,351.17 4,758,533.73 14,640.01 22,873,244.89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78 山西玉龙集团右玉牛心堡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4,577,411.86 2,176,620.04 158,313.00 6,595,718.90 应收销售配件款项 经营性往来 

79 山西玉龙集团右玉牛心堡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837,398.82 293,600.00 - 6,130,998.82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80 朔州市平鲁区天汇风电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6,570,496.93 626,544.47 - 7,197,041.40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81 内蒙古洁源风能发电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含长期应

收款) - 1,723,685.66 - 1,723,685.66 应收销售风机款项 经营性往来 

  
         

  合计     2,132,674,408.75 585,858,857.87 1,276,972,120.66 1,416,205,040.64     

 
 



7 

 

注 1： 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本公司认购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2016 年公司债

券，金额为人民币 50,000,000.00 元。该债券为 5 年期债券，最终发行利率为 5.1%，每年付息一

次，起息日为 2016 年 12 月 6 日，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注 2：自 2017 年度起，国水投资集团西安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金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

古金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吉林同力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不再是本集团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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