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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的专项审核报告 
 

瑞华核字【2019】02300003 号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测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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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及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的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的基础上，对后附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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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汇总表”）进行了专项审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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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编制和披露汇总表、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审核证据是中航电测公司管理层的

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

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

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

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后附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中航电测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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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

现不一致。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航电测公司 2018 年度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后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9 层 

Postal Address:9/F,West Tower of China Overseas Property Plaza, Building 7,NO.8,Yongdingmen Xibinhe 

Road,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100077          

电话（Tel）：+86(10)88095588   传真（Fax）：+86(10)880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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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审核报告仅供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萌 

 

 

中国ꞏ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单大信 

  

2019 年 3 月 13 日 
 
 

   

                             

                                                  



附表

编制单位：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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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2018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额

2018年末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汉中飞机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6,617.05                                 3,775.45                4,042.88                  6,349.6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西昌河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3,139.91                                 2,762.19                1,726.48                  4,175.6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哈尔滨哈飞航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254.37                                 1,555.00                       4.76                  1,804.6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444.69                                 1,216.12                1,196.45                  1,464.3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24.72                                    606.00 -                 580.00                  1,310.7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贵州华烽电器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072.35                                    819.60                   628.40                  1,263.5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080.90                                    783.20                1,033.13                     830.9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西安飞豹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764.47                                    301.09                   403.85                     661.7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830.29                                    583.54                   834.79                     579.0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0.26                                      10.26 -                 484.88                     505.4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成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540.00                   180.00                     36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590.00                                      76.00                   396.00                     27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221.00                                           -                           -                     221.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236.90                     51.57                     185.3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70.31                                    296.34                   200.47                     166.1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00.00                                    180.00                   130.00                     15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40.90                                      91.00                     83.80                     148.1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33.54                                    123.63                     32.70                     124.4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83.00                                    117.00                   188.00                     112.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技术珠海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05.05                                      14.41                       8.57                     110.8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贵州华阳电工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58.26                                      92.50                     63.00                       87.7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180.42                     93.21                       87.2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航空服务保障（天津）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81.62                                           -                       2.89                       78.7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05.46                                      16.00                     61.00                       60.4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36.65                                      89.10                     70.00                       55.7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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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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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编制单位：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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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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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6.22                                      54.53                     22.72                       38.0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起落架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5.44                                      42.57                     20.00                       38.0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武汉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45.52                                      28.77                     40.00                       34.2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北京赛福斯特技术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22.25                                      48.05                     37.25                       33.0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43.15                                      28.08                     49.90                       21.3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陕西东方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2.40                                        7.95                       4.20                       16.1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贵州龙飞航空附件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7.82                                      56.43                     60.00                       14.2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21.38                                    240.74                   249.37                       12.7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贵州安顺天成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31.80                     20.00                       11.8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北京曙光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1.07                           -                       11.0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1.00                                           -                           -                       11.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太原市太航压力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27.38                     16.69                       10.6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5.49                                      27.34                     33.42                         9.4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5.87                                        7.93                     16.40                         7.4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2.70                                      19.38                     15.48                         6.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6.56                                      14.70                     14.70                         6.5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40.78                                        6.50                     40.88                         6.4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13.85                                    106.58                     86.73                         6.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92                                      16.02                     14.78                         3.1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88                                      56.48                     56.09                         2.2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天水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96                                           -                       0.00                         1.9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石家庄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0.33                                           -                         0.3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四川泛华航空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1.90                                      19.70                     31.60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66.53                                    670.56                   837.09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75.10                                           -                     75.10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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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编制单位：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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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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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太原太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13.30                                      27.38                     40.68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0.99                                        0.99                       1.98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0.93                                           -                       0.9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凯迈（洛阳）机电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0.60                                        1.67                       2.2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0.48                                           -                       0.4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哈尔滨市航科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2.53                       2.5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汉中航空工业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0.10                       0.1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山西中航锦恒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0.69                       0.6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秦耀航空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12.22                     12.2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沈阳金凯瑞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2.69                       2.6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西安中航电测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366.37                   366.3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                                      11.13                     11.1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汉中飞机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743.25                                 3,890.00                3,643.25                     99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2,388.00                                 1,168.85                2,903.80                     653.0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贵州华烽电器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300.19                                    788.40                   500.19                     588.4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330.00                                    843.51                   673.51                     50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550.00                                    422.00                   570.00                     402.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54.00                                    154.00                     64.00                     144.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450.00                                    280.00                   650.00                       8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 -                   73.00                       73.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100.00                                    130.00                   160.00                       7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                                      70.00                           -                       7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40.00                                      70.00                     50.00                       6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37.74                                    100.00                     87.74                       5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42.50                                      46.75                     42.50                       46.7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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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编制单位：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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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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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中航成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                                      45.00                           -                       45.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30.00                                      74.65                     64.65                       4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20.00                                      70.00                     50.00                       4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武汉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33.28                                      50.00                     53.28                       3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                                      40.00                     10.00                       3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贵州龙飞航空附件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18.60                                      60.00                     58.60                       2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贵州安顺天成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                                      20.00                           -                       2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西昌河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897.40                                 1,493.54                2,390.94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115.00                                    225.00                   340.00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西安飞豹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100.00                   100.00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30.20                                    115.80                   146.00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北京赛福斯特技术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30.00                                      53.00                     83.00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30.00                     30.00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贵州华阳电工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19.48                                      10.00                     29.48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同一最终控制人  应收票据                     8.00                       8.00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陕西航空工业管理局  同一最终控制人  其他应收款                     6.00                         6.0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烟台航空液压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其他应收款                     5.85                         5.85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汉中航空工业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其他应收款                     0.22                         0.22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上海耀华称重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11.53                                 3,588.55                3,618.03                     182.0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汉中一零一航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34                                      56.64                       70.9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石家庄华燕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0.69                                      46.53                     44.49                         2.7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西安中航电测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                                    366.37                   366.3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汉中一零一航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票据                                 2,631.79                2,144.88                     486.9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耀华称重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票据                 749.37                                 3,656.33                4,135.09                     270.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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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票据              2,316.31                                    349.84                2,666.1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8.98                                      62.20                     41.58                       49.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昆山炜利辰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0.00                       60.0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Zemic (USA) inc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494.52                     494.52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Zemic Europe B.V.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19.52                     19.52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总    计  ——  ——  ——            27,383.89                               37,887.35                                  -              38,223.58                27,047.65  ——  ——

法定代表人：康学军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南新兴                                                                                                                    会计机构负责人：曹蓉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
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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