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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海防”）委托，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中国海防 2021年 12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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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 110A013631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等有关规定，中国海防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

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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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及完整性是中国海防管理

层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中国海防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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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中国海防实施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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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中国海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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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项说明仅供中国海防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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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物资西南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78.48                        88.29                   90.1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七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35.72                                328.80                      353.68                 110.8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五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8.41                                311.64                 350.0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天津七所精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57                                195.02                      119.81                   77.7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湖北海山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76                                112.02                        36.71                   77.0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65.60                   65.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舰船研究院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11.45                                155.59                      402.84                   64.2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军品技术研究中心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63.00                   63.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25.09                                  27.80                        91.80                   61.0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44.78                                442.49                      629.90                   57.3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00.75                        46.50                   54.2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9.74                                  91.37                        60.33                   50.7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杭州瑞利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6.53                   46.5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4.62                                  53.18                        55.75                   42.0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1.00                   41.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04.71                                    0.00                        73.25                   31.4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齐耀重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0.18                          4.71                   25.4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4.19                   24.1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九江中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4.77                          1.88                   22.8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武汉迈力特通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7.93                                  23.19                        50.00                   21.1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沈阳辽海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9.82                                  19.82                        19.82                   19.8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六〇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87.06                                  81.05                      248.57                   19.5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大连船舶重工船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8.20                   18.2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山西汾西重工船舶电气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1.84                                  25.99                        50.00                   17.8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635.40                                472.06                   1,089.64                   17.8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5.53                                  19.31                        37.38                   17.4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58                                188.65                      179.99                   17.2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鞍山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6.00                   16.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0.65                          7.34                   13.3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航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61.14                                150.69                      198.68                   13.1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2.40                   12.4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青岛）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3.70                          3.00                   10.7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秦皇岛山船重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6.32                                    9.28                        26.32                     9.2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北京中船汉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30                          0.72                     7.5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桂江造船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6.60                     6.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1.68                                    5.80                        20.98                     6.5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中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6.34                                    4.80                          4.80                     6.3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3.56                        38.11                     5.4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扬州海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70                                    7.73                          4.16                     5.2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9.64                          4.80                     4.8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武汉华之洋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49                                  12.56                        12.42                     4.6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无锡市海鹰加科海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6.00                          2.40                     3.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大连长海船厂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15                     3.1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江增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5.07                        12.28                     2.7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65                     2.6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海为郑州高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59.44                        56.94                     2.5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青岛海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90                                    6.84                          7.36                     2.3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海装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1.20                                    3.12                        32.40                     1.9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特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34                                    3.22                          5.89                     1.6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安庆船用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35                     1.3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武汉）凌久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02                                117.75                      116.50                     1.2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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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重工（武汉）凌久高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68                          1.50                     1.1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00                                    4.80                          4.80                     1.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集团（太原）平阳环保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98                          8.53                     0.4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37                     0.3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武汉海王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14                     0.1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天禾船舶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08                     0.0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北京环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38.11                                  82.51                      520.6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九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6.04                                129.90                      215.9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沈阳辽海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7.60                        47.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广州文冲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5.59                        45.5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3.75                                174.51                      218.2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西安东仪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4.00                                    1.14                        25.1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1.60                        21.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青岛北船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0.08                        10.0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大连船用阀门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9.16                                    2.37                        11.5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大连船用推进器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5.99                                  21.05                        27.0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沈阳）抗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5.52                          5.5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北京雷音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98                                  19.12                        23.0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七院上海建筑设计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00                          3.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55                          2.5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昆明五威科工贸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35                                  10.83                        12.1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洛阳双瑞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13                          1.1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昆明）灵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08                          1.0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山西江淮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93                                  15.99                        16.9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87                          0.8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31                                    6.80                          7.1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哈尔滨广瀚动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25                          0.2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32,484.49                   1,000.00            31,484.4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6,653.01                             3,211.99                      375.00            19,49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5,730.00            15,73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5,744.61              5,744.6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2,209.00              2,209.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四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847.04                                385.42              1,232.4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050.00                      140.00                 91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三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245.98                                603.05                 849.0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七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71.94                                898.88                      141.62                 829.2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6,150.82                                683.27                   6,150.82                 683.2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388.50                                253.30                      188.50                 453.3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232.00                                222.37                        28.54                 425.8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七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20.68                 120.6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五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16.95                 116.9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13.59                 113.5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天津七所精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05.59                 105.5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35.97                                  32.63                   68.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5.83                     5.8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航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123.23                      123.2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华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91.42                        91.4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洛阳双瑞精铸钛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8.03                                    2.10                        10.1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西安东仪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7.41                          7.4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票据                         5.86                          5.8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104.54                           24,288.01                      104.54            24,288.0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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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363.26                 363.2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六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1,002.85                                260.40                   1,053.25                 21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387.77                      243.01                 144.7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四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69.00                   69.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32.73                                  48.85                        38.28                   43.3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45.05                        24.55                   20.5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740.68                      721.28                   19.4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110.00                      100.00                   1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80.00                        8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华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70.00                                    1.44                        71.4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西安东仪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7.41                          7.4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九江海天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6.00                                    7.60                        13.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融资                         3.16                                    3.16                          6.3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2,685.30                      287.98              2,397.32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1,684.93                   1,332.10                 352.82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杭州瑞利声电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4,742.93                   4,402.51                 340.42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335.04                          0.04                 335.00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380.80                      174.80                 206.00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青岛）海洋装备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728.75                      203.75                 525.00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254.53                                  30.33                      174.46                 110.41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南京鹏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712.43                      668.01                   44.42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苏杰瑞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27.20                          1.56                   25.64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137.97                             1,630.99                   1,759.66                     9.30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无锡市海鹰物资配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20.88                        14.18                     6.70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云南昆船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2.79                     2.79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武汉）凌久高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13.04                        11.39                     1.65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深圳中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1.50                     1.50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1.11                     1.11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派瑞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1.10                     1.10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0.57                     0.57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0.05                     0.05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中船工业科技园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0.03                     0.03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185.71                      185.71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扬州海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86.53                        86.53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四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1.05                                  41.24                        42.29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0.20                          0.20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舰船研究院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34.08                      957.41                   76.67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2.29                                  91.63                        39.43                   54.5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90                                  40.00                          7.90                   43.0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青岛）海洋装备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33.96                   33.96 押金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219.50                                990.89                   1,196.07                   14.31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4.00                                  14.00                          4.00                   14.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24.85                        24.85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沈阳辽海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00                   10.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5.00                     5.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六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9                     1.19 社保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四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25                        11.25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武汉）凌久高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8.25                          8.25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50                          1.5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0                          1.0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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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六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10,835.00                           18,160.00                 12,315.00            16,68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26,622.31                             5,508.42                 25,312.66              6,818.0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4,347.36                             2,175.76              6,523.1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3,679.52                                620.77              4,300.3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4,766.15                   1,256.61              3,509.5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1,961.50                                504.36              2,465.8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2,341.25                      318.17              2,023.0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1,321.48                                352.23              1,673.7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1,280.84              1,280.8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858.63                                317.45              1,176.0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856.18                                245.96              1,102.1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264.00                                300.00                          1.50                 562.5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海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400.00                                  23.32                 423.3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261.63                 261.6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华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360.00                      180.00                 18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19.74                                  31.04                   50.7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青岛）海洋装备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84.50                                  24.82                        70.50                   38.8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苏杰瑞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30.00                   30.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27.65                          0.00                   27.6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重庆智能装备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16.80                   16.8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8.34                     8.3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桂江造船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8.25                     8.2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西安东仪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6.00                     6.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船重工中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5.75                     5.7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5.40                     5.4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六〇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55.90                        50.90                     5.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洛阳双瑞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4.00                     4.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杭州瑞利超声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2.80                     2.8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科凯前卫风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0.47                     0.4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23.00                                    4.80                        27.8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11.00                                    4.80                        15.8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三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合同资产                         4.48                                    4.00                          8.4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83                                  11.70                        22.24                     0.29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1.50                                201.00                      373.76                 128.74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0                          3.00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6.39                      438.15                 298.23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苏杰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58.70                      903.80                 154.90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杭州瑞利声电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3.37                 123.37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北京北方喜利得产品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981.05                   1,981.0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北京长城电子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5.30                             1,224.99                      433.01                 807.2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杭州瑞声海洋仪器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1.31                                364.72                      396.0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14.69                           25,298.17                   9,423.43            16,089.4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15.93                                506.66                      542.88                 179.7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青岛杰瑞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74.70                      274.7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60.00                                  48.52                      108.5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杰瑞兆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5.63                             5,195.92                   5,021.99                 189.5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中原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6.50                        16.5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沈阳海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81.73                        58.73                 123.0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沈阳辽海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753.11                                515.03                        67.87              3,200.2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宜昌英汉超声电气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11.87                      182.40                   29.4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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