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1-6 月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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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

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 

（不含利息） 

2022 年 1-6

月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2 年 1-6月

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22 年 6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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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小  计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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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

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

息） 

2022 年 1-6

月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2 年 1-6月

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22 年 6月末

占用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应收账款 1,378.11 371.77  570.71 1,179.17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合同资产 7.47   7.47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13  24.17 0.96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3.19 156.87  128.60 171.46 商品销售、租赁 经营性往来 

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母公司的子公司 合同资产 2.50 23.33   25.83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母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19   0.19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烟台东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2.11 10.56  18.84 13.83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租赁 经营性往来 

烟台东方智能控制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联营公司 应收账款 41.80   41.80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烟台东方电子玉麟电气有限

公司 
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8.13 62.05  124.17 66.01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租赁 经营性往来 

烟台东方电子玉麟电气有限

公司 
母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1.19   41.19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租赁 经营性往来 



 

烟台东方英达康自动化技术

有限公司 

母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公司 
应收账款 0.26    0.26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烟台国网中电电气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57 110.29  76.06 49.80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租赁 经营性往来 

烟台国网中电电气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9.66   49.66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租赁 经营性往来 

山东国研自动化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22 130.87  133.00 27.09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租赁 经营性往来 

山东国研自动化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子公司 合同资产  37.53   37.53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母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公司 
应收账款 11.70 869.01  880.71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母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公司 
合同资产  42.26   42.26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烟台国网中电自动化技术有

限公司 

母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公司 
应收账款 48.78 70.97  61.37 58.38 商品销售、提供劳务、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烟台东方科技环保节能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059.49 13,558.15  10,219.12 21,398.52 拨付资金、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东方电子印度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6.96    316.96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烟台东方威智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  12.84 12.84 500.00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烟台海华电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0.00   700.00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东方电科自动化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34.97  50.04 51.35 2,033.66 借款等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

企业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子公司的联营公司 应收账款 505.49 85.28  318.07 272.70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子公司的联营公司 合同资产 30.33   5.63 24.70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湖南交科天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联营公司 应收账款 230.25 90.00   320.25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湖南交科天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联营公司 合同资产 23.45 0.90   24.35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湖南交科天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联营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

产 
0.90   0.90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津东方凯发电气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6    3.76 其他 非经营性往来 

总  计     23,534.44   16,436.01   62.88   12,674.81   27,358.52    

法定代表人：丁振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发         会计机构负责人：盛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