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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1）第 400055 号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电子公司”）委

托，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航天电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公

司及合并资负债表，2020 年度公司及合并利润表、公司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公司

及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1）第

400030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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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的要求，航天电子公司编制了本专项说

明所附的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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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航天电子公司

管理层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航天电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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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航天电子公司实施于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

所执行的对关联方往来的相关审计程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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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航天电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

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航天电子公司 2020 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附件：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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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全成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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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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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期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20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0年度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0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0年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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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期初往来资金

余额

2020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0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0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0年期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票据                          6,274.63                               4,583.51                                  -                          8,383.99                          2,474.15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母公司 应收票据                             645.83                                  352.99                                  -                             747.25                             251.56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陕西苍松机械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票据                             222.20                                          -                                  -                             222.20                                     -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陕西航天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票据                          1,416.12                               1,848.15                                  -                          1,426.12                          1,838.15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4,072.93                               5,933.23                                  -                          7,762.98                          2,243.18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母公司 应收账款                        97,374.01                             66,087.67                                  -                        40,418.11                     123,043.56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390.02                               6,105.70                                  -                          6,234.72                             260.99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6,796.59                             39,387.26                                  -                        39,729.19                        26,454.67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北京兴华机械厂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0.70                                          -                                  -                                     -                                 0.7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陕西苍松机械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39                                  367.65                                  -                             384.03                               13.01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陕西航天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3,136.25                             20,630.67                                  -                        11,907.72                        11,859.21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上海科学仪器厂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542.75                             98,540.75                                  -                        87,926.45                        28,157.04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北京市普利门机电高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39.42                                          -                                  -                             174.98                             864.44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79                                  978.86                                  -                             809.76                             171.89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西安航天精密机电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0.31                                    40.81                                  -                               34.47                                 6.64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北京光华无线电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118.68                                  -                               41.63                               77.06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河南通达航天电器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435.83                                  -                             375.11                               60.72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80.22                                  -                                     -                               80.22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北京航天万鸿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24.67                                  -                                     -                               24.67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北京航天兴华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123.88                                  -                               61.94                               61.94 销售产品 经营性占用

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10,323.75                                      0.17                                  -                          8,360.00                          1,963.92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20,346.23                             25,317.73                                  -                        11,779.25                        33,884.72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1,769.94                               1,515.73                                  -                          1,338.45                          1,947.22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323.43                                          -                                  -                                     -                             323.43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母公司 预付账款                             271.99                                    43.99                                  -                               42.20                             273.78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北京芯迪启智电子技术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549.34                               2,556.39                                  -                          1,411.17                          1,694.56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陕西航天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300.00                                          -                                  -                             300.00                                     -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中国时代远望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265.49                                  308.68                                  -                             210.53                             363.64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浙江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2,100.00                                          -                                  -                          2,100.00                                     -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北京光华无线电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1,882.96                                          -                                  -                             887.50                             995.46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北京建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1,292.92                                          -                                  -                             115.74                          1,177.18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98.00                                  603.49                                  -                                     -                             701.49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北京兴华机械厂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200.00                                          -                                  -                                     -                             200.00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西安航天精密机电研究所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                                    24.80                                  -                                     -                               24.80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西安太乙电子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                                  587.94                                  -                                     -                             587.94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陕西苍松机械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                                  138.39                                  -                                     -                             138.39 材料采购预付款 经营性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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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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期初往来资金

余额

2020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0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0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0年期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025.00                             10,000.00                         163.27                                     -                        24,025.00 募集资金拨款、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950.00                             12,000.00                         195.93                                     -                        17,950.00 募集资金拨款、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00                               8,000.00                            93.89                          1,000.00                          8,0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441.59                             10,272.80                         162.43                                     -                        17,714.39 募集资金拨款、短融拨款、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50.00                             10,000.00                         746.39                                     -                        14,250.00 募集资金拨款、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普利门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02.40                             14,339.41                                  -                               61.47                        15,580.3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8,295.24                           175,759.24                      2,809.10                     110,000.00                     184,054.48 募集资金拨款、往来款、技改资产拨付、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桂林航天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9.24                               5,936.44                            53.77                                     -                          6,945.68 募集资金拨款、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重庆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51.08                               3,268.98                            40.33                                     -                          8,720.06 募集资金拨款、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航天时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323.39                             20,126.61                         569.22                        20,000.00                        25,450.00 募集资金拨款、短融拨款、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15.93                                          -                                  -                          1,415.93                                     - 技改资产拨付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航天兴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62.25                             68,157.18                      1,757.86                             794.48                        72,124.94 募集资金拨款、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西安航天时代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406.09                             25,000.00                         333.33                          1,356.09                        36,050.00 募集资金拨款、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陕西航天时代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634.61                             20,000.00                      1,592.11                        15,134.61                        45,500.00 募集资金拨款、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航天飞腾装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56.19                               4,881.01                                  -                             194.83                          7,642.37 募集资金拨款、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湖北航天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00                             66,000.00                      1,787.83                        66,000.00                        50,000.00 短融拨款、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00                             73,000.00                      1,966.92                        73,000.00                        50,000.00 短融拨款、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湖北长天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3,800.00                         268.75                        10,800.00                          3,000.00 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武汉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7,200.00                         508.88                        20,200.00                          7,000.00 短融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航天时代飞鸿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00.00                               1,199.10                                  -                          2,300.72                          1,198.38 募集资金拨款 非经营性占用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总计                     547,191.01                           845,678.62                    13,050.01                     555,443.63                     837,425.99

本表已于2021年3月23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   任德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徐洪锁                                                                                                             会计机构负责人:  魏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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