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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

致同专字（2021）第 110A007965号

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拓红外”）委托，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康拓红外 2020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

产负债表，2020年度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

东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致同审字（2021）第 110A012071号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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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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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的要求，康拓红外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北京康拓红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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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汇总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康拓红外管理

层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康拓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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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康拓红外实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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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康拓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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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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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说明仅供康拓红外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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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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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其他关
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银行存款                     26,244.85                        235,418.20                            30.18                   247,040.15                     14,653.08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2,780.64                          35,892.27                     32,388.38                     16,284.52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781.17                               340.05                          603.99                          517.23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上海卫星装备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66.34                            1,435.69                       1,127.65                          374.38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山东航天电子技术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509.46                          200.50                          308.96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558.00                          288.60                          269.4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692.08                          454.83                          237.25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深圳航天东方红海特卫星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80.00                          180.0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40.00                               916.77                          821.75                          135.02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07.80                            79.20                          128.6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上海裕达实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67.12                          147.35                          119.77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97.50                            97.5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89.60                            89.6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40.31                               147.25                          198.16                            89.4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重庆航天火箭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84.40                            84.4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93.50                          133.50                            60.0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16.86                               585.99                          660.43                            42.42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西安航天精密机电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37.60                            37.6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上海利正卫星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9.43                                 19.77                            31.20                            18.0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0.22                                 14.82                              0.22                            14.82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陕西航天时代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4.70                            14.7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55.50                            46.25                              9.25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兴华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35.40                            29.50                              5.9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航天神舟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3.49                              3.49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陕西航天机电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15.88                          113.15                              2.73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2.50                            22.5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7.81                            17.81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5.00                            15.0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356.48                          356.48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47.90                            47.9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140.60                          110.60                            30.0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航天神舟智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123.20                          123.2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68.45                            68.45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山东航天电子技术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204.75                          204.75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38.40                            38.4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翔宇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756.85                          756.85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星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73.00                            73.0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天津神舟通用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48.00                            48.0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44.62                            44.62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万鸿高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203.77                          174.60                            29.17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11.16                                  -                              11.16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航天新商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0.40                                 28.00                            23.29                              5.11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1.12                              1.12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1.70                              1.7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7.50                              7.5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合同资产                            8,669.85                       8,669.85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合同资产                                   7.50                              7.5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合同资产                                   5.50                              5.5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航天新商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8.50                               125.98                            73.37                            71.11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2.75                              2.75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0.10                              0.10 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性往来

总计                     40,791.09                        288,362.94                            30.18                   285,246.09                     43,938.12 
本表已于2021年4月22日获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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