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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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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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无

小计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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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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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其他应收款  0.21  19.43  -  19.43  0.21 培训费 经营性往来

安徽墙煌彩铝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2.31  19.21  -  18.72  2.79 加工费 经营性往来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  0.44  -  -  0.4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24.92  302.00  -  6.50  320.42 采购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48  -  -  53.48  -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1,132.76  10,640.00  -  10,987.43  785.33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中建信控股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  9.98  -  9.20  0.78 服务费 经营性往来
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  73.13  -  -  73.13 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六安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1,024.10  -  -  -  1,024.10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墙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0.14  0.10  -  -  0.24 加工费 经营性往来
墙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1,398.35  1,104.59  -  1,394.65  1,108.29 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上海绿筑光能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322.25  -  -  -  322.25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1,872.55  5.93  -  425.93  1,452.55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3.37  948.41  -  631.15  320.62 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8.57  -  -  150.00  68.57 材料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绍兴绿筑光伏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46.82  46.82  -  -  93.64 租赁 经营性往来
浙江精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2.00  -  -  0.82  1.18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浙江精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3,202.65  1,901.57  -  1,229.97  3,874.24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小计：  9,304.47  15,071.60  -  14,927.29  9,448.78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10,000.76  1,303.85  135,541.53  75,763.08  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美建建筑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3,270.86  -216.03  16,866.79  6,188.03  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2,249.05  -240.32  28,759.22  3,249.50  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64.26  6,720.29  241.03  4,122.80  5,902.78  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绍兴绿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12.05  2,183.33  138.70  3,159.77  674.31  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精工钢结构（上海）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850.70  126.31  3,852.63  2,124.38  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134.80  -7.51  1,942.49  1,184.80  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长江紧固件有限责任公司 合并范围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224.54  -25.24  324.76  874.54  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绿智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40.00  1,008.83  269.88  2,526.88  2,591.83  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诺派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1.82  1,333.89  41.55  353.76  1,103.50  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8,498.14  286,977.05  1,632.20  197,450.63  99,656.76

北京城建精工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153.03  343.53  -  796.06  3,700.50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河南绿色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  1,000.00  -  -  1,000.00 技术使用费 经营性往来

秦皇岛精工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400.00  203.83  -  -  1,603.83 技术使用费及货款 经营性往来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高管任职董事的公司 应收账款  253.84  -  -  151.89  101.95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小计： 5,806.86              1,547.37                          -                   947.94                 6,406.29               

总计 23,609.47            303,596.02                      1,632.20          213,325.87          115,511.82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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