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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的专项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1494 号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测导

航”)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1492 号的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华测导航管理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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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修订）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

露相关事宜》的相关规定编制了后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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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准确、合法和完整是华测导航管理层

的责任。我们将汇总表所载信息与我们审计华测导航 2020 年度财务

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已审计财务报表中披露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核对，没有发现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理解华测导航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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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华测导航为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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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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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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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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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南京天辰礼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721.74 10,147.28 - 10,077.79 5,791.24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562.36 4,369.35 - 3,413.21 3,518.51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成都北斗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35.85 805.26 - 775.36 1,365.75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Акционер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ИН» 控股孙公司 应收账款 - 2,210.83 - 772.76 1,438.07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武汉华测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29.51 597.45 - 123.97 1,602.98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CHC Navigation Europe Kft.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43.34 885.14 - 729.57 1,098.90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广州华廷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825.16 305.52 - - 1,130.68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西安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625.83 239.97 - 28.74 837.07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哈尔滨华拓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46.24 144.81 - 129.16 561.89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AMW Machine Control Solution Inc. 孙公司 应收账款 516.99 - - 33.44 483.54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兰州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19.81 334.13 - 66.28 787.66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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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测华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77.61 245.44 - 52.01 671.04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长春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64.81 238.66 - 64.00 639.48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CHC Navigation USA Corporation 孙公司 应收账款 410.13 445.33 - 615.84 239.62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太原华测北斗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91.93 206.88 - 23.60 575.21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济南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79.48 185.97 - 19.52 545.93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乌鲁木齐天地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56.88 305.51 - 142.43 519.97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昆明华测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38.54 26.41 - - 364.94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长沙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21.26 147.31 - 46.11 422.46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上海华测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0.08 - - 290.08 -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南昌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87.38 199.48 - 45.69 441.17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郑州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84.49 144.42 - - 428.91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石家庄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81.73 147.79 - - 429.52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呼和浩特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77.32 212.12 - 72.66 416.78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贵阳北斗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75.61 39.83 - - 315.43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重庆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34.39 106.90 - - 341.29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津华测导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95.09 112.76 - - 307.84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沈阳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88.41 113.94 - - 302.34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杭州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80.90 206.65 - - 387.55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南宁市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68.96 178.89 - - 347.85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CHC NAVIGATION （SINGAPORE） PTE.LED.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4.88 - - 2.26 32.62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1.40 50.50 - 25.99 55.91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福州华测北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94 30.60 - - 60.54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合肥华拓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4.77 8.13 - - 32.90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武汉珞珈新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83 1,909.68 - 1,922.51 -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华测伟业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30 14.19 - - 24.49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浙江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 2.34 - - 2.34 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上海华测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080.00 - 5,080.00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86 1,589.85 - 1,197.76 458.9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南京天辰礼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79.40 6.50 - 48.70 937.2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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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77.85 - 268.14 9.7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长春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18.02 - 265.58 52.4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武汉华测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16 585.12 - 585.28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广州华廷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474.73 - 415.79 58.9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成都北斗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91.95 - 591.95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沈阳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28 186.14 - 132.71 104.7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长沙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19.55 - 177.28 42.2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天津华测导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3.45 157.13 - 139.99 110.6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南京测华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3 272.24 - 249.89 28.9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哈尔滨华拓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37.54 - 137.54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呼和浩特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9 263.82 - 267.48 1.9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乌鲁木齐天地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46.81 - 246.81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太原华测北斗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1 275.08 - 267.34 7.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石家庄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2 220.28 - 208.53 15.2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合肥华拓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6.75 280.69 - 19.28 628.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济南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05.48 - 202.35 3.1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南宁市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17 227.65 - 212.84 74.9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昆明华测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17.47 - 87.75 29.7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贵阳北斗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1.96 147.68 - 49.82 469.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重庆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31 207.14 - 133.06 93.3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南昌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86.64 - 186.64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兰州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49.24 - 349.24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郑州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15 217.24 - 197.10 31.2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杭州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3.40 370.13 - 248.60 304.9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宁波熙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00.00 - 200.00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北京华测伟业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0.85 426.16 - 20.35 776.6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福州华测北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9.07 94.00 - - 183.0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AMW Machine Control Solution Inc.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84 - - 0.30 13.5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浙江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26 - - 2.2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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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C Navigation Europe Kft.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1 - - 0.19 7.3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CHC NAVIGATION （HONGKONG） LIMITED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0.21 621.82 - - 852.0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6,219.19 - 5,672.12 547.0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CHC Navigation India Private Limited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8 0.05 - - 2.23 往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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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3,609.25  46,094.91   -  37,333.37  32,370.80  - - 

 

本表已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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