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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航天科技控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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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30004 号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

科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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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审核证据是航天科技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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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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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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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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航天科技公司 2018 年度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后

附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审核报告仅供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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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谢金毅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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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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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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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18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18 年度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18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额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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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   ——   ——  
                         
-    

                               
-    

                             
-    

                        
-    

                    
-    

 ——   ——  

前大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   ——   ——  
                         
-    

                               
-    

                             
-    

                        
-    

                    
-    

 ——   ——  

总    计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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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72.95  6,726.19    5,218.09  1,681.05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福道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6.00      6.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广通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210.89    135.30  75.59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三发高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62.84    52.42  10.42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560.46  2,454.44    4,014.9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华航无线电测量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29.00  3,424.28    29.00  3,424.28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环境特性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05.60        105.6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353.44    149.44  204.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520.75  1,615.87    1,285.40  851.22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京航计算通讯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23.62  95.57    117.53  1.66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市航云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7.43    16.38  1.05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504.30    504.3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33.79  4,325.72    4,242.84  116.67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376.00  971.00    1,047.00  300.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自动化控制设备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337.76  35,176.65    35,197.89  316.52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福建星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原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2.40      2.4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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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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贵州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446.49  508.82    953.23  2.08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海鹰航空通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90.98  200.39    391.37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海鹰(哈尔滨）钛业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47.60  43.60    43.60  47.6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海鹰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8.75  122.00    122.00  8.75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266.08    209.32  56.76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科工哈尔滨风华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0.00  36.27    36.27  10.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科工海鹰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73.00    73.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科工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5.69        15.69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科工系统仿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39.50        39.5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科工智能机器人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94.58    194.58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特种材料及工艺技术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33.99    133.99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河南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32.94  1,045.80    1,078.74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湖北三江航天红峰控制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4.50    13.05  1.45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34.49      13.58  20.91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厦门航天思尔特机器人系统股份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5.00      15.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53.51  191.10    4.26  240.35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64.40  68.26    24.00  108.66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动力供应站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18.28  14.36    14.36  118.28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8.23      4.64  3.59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28.00        28.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航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60.72  647.59    377.24  431.07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35.00      35.00     经营性往来  

 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232.66      232.66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300.00      300.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671.00      671.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自动化控制设备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9,177.80  14,549.08    15,876.35  7,850.53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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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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贵州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770.00  918.02    970.00  718.02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40.46  220.75    71.94  189.27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科工智能机器人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558.25  194.58    558.25  194.58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特种材料及工艺技术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115.92    115.92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河南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305.00  1,078.74    305.00  1,078.74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湖北三江航天红峰控制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13.05      13.05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9.25  4.26    9.25  4.26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8.80      8.8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航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应收票据  16.80      16.8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00      1.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3.07    7.07  6.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工业学校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7.31    17.31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海鹰贸易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00    1.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华盛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01.74    37.21  64.53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华盛幼儿园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3.65    13.65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京航计算通讯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57  28.17    19.74  10.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1.88  1,185.23    1,192.37  4.74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98  5.16    7.14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0.53    0.53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亚航天际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2.07        2.07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振兴计量测试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92.18  369.62    216.06  245.74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北京自动化控制设备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914.86  3,092.96    3,732.65  275.17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2.46    4.06  8.4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250.14  4,303.86    4,529.83  24.17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科工哈尔滨风华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6.00    6.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科工海鹰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2,094.78    2,094.78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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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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特种材料及工艺技术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8.00  1.13    9.13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航天长峰朝阳电源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5.00      5.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湖北航天工业学校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0.96    0.96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   原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81.20      81.2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南京航天管理干部学院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6.89    6.89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青岛航天半导体研究所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40.73  168.68    183.75  25.66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天津津航技术物理研究所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5.00      5.00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0.96    0.96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党校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0.96    0.96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663.11  4,000.96    2,570.09  2,093.98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动力供应站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246.18    0.43  245.75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中航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预付账款    146.92    146.92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宁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原子公司其他股东   预付账款  180.34      180.34     结算余额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北京航天益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15.31    174.89    4,590.20   结算余额   非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关联自然人及

其控制的法人 

                   非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人及

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总    计  ——   ——   ——  21,982.64  93,672.20  174.89  88,704.46  27,125.27   ——   ——  

法定代表人： 袁宁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妮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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