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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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22 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2 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2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2 年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其他关联方及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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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2 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2 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2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2 年期末往
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宁波双林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法人 应收账款  1,156.03   1,074.23    1,330.05   900.21  产品销售 经营性 

苏州双林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法人 应收账款  12.69   7.71    15.23   5.17  产品销售 经营性 

宁海天明山温泉大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法人 应收账款  -     0.12    0.12   产品销售 经营性 

山东德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2,318.66      2,318.66  资金往来 经营性及非经营性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宁波双林模具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27.85   352.13    494.38   185.60  产品销售 经营性 

宁海鑫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718.36   336.06    510.01   544.41  产品销售 经营性 

重庆旺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662.54   961.97    743.18   881.33  产品销售 经营性 

天津双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0.06   0.47    0.32   0.21  产品销售 经营性 

苏州双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0.12   6.53    1.35   5.30  产品销售 经营性 

青岛双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     0.27    0.27   -    产品销售 经营性 

宁波杭州湾新区双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07.59   154.86    0.30   362.15  产品销售 经营性 

柳州双林汽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4.48    47.04   57.44  产品销售 经营性 

柳州双林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     338.31    49.23   289.08  产品销售 经营性 

湖北新火炬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     7,805.98    7,805.98   -    产品销售 经营性 

芜湖双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     6.61    6.61   -    产品销售 经营性 

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78.81   3,865.43    3,404.64   1,839.60  产品销售 经营性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9.24   38.94    58.18   -    产品销售 经营性 

山东帝胜变速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0.04   0.14    -0.00   0.18  产品销售 经营性 

山东双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70   22.92    21.81   12.81  产品销售 经营性 

柳州旺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88.49   106.44    273.12   221.81  产品销售 经营性 

宁波双林汽车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95.95    19.16   76.79  房屋租赁 经营性 

宁波双林模具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92.60   11,450.07   139.23   10,845.18   6,036.72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注：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山东德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德洋”）66%股权转让给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转让于 2020年 11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期末应收山

东德洋款项系山东德洋作为公司的子公司期间借款用于山东德洋员工薪资、员工优化费用及部分货款支付等日常生产经营用途及受托研发产生的应收款项。该笔欠款将在山东德洋进行破产重组后，按照破产程序及
债权人比例进行偿还。 

本表已于 2022年 8月 17日获董事会批准。 

企业法定代表人：邬建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黎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田小平 

宁海鑫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192.44   64,047.03   76.05   65,947.83   2,367.69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重庆旺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7,210.02    7,210.02   -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天津双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65.43   1.38   198.22   68.59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苏州双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396.32    1,396.32   -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上海崇林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949.13   -      394.76   12,554.37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芜湖双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53.90   602.67   65.40   3,120.74   601.23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青岛双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001.18   13,272.19   189.30   14,331.98   8,130.69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宁波杭州湾新区双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810.12   2,393.53   468.38   2,195.21   22,476.82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柳州双林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17.81   292.00   110.97   701.66   4,819.12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柳州双林汽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04.44   6,501.12   134.70   6,147.18   6,493.08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天津双林汽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92   -      6.38   28.54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上海裕林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50   -      2.45   7.0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双林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19     12.19   -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湖北新火炬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78.43   27,324.82   81.67   33,184.92   -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900.00   12,172.12   93.85   12,646.88   7,519.09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宁波诚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3,354.10   3.34   34,672.23   18,685.21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2   15,255.04    15,088.21   172.1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山东帝胜变速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1,855.12    11,855.12   -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山东双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0   533.02   1.79   374.03   260.78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柳州旺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49.00   975.38   46.96   998.56   2,172.78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采购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3.74    113.62   70.12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宁波双林汽车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453.84   2.80   949.97   13,506.67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

业 

              

              

总计 - - -  90,613.15   258,817.11   1,415.82   237,174.64   113,671.4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