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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德豪润达电气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7,474.55                     888.29                            1,565.14                         316,797.7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锐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9.11                                1.26                                7.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芜湖德豪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33.07                         2.37                                -                                  1,135.4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扬州德豪润达光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67                              -                                  -                                  60.6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17.87                         195.50                            1,313.37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大连德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257.68                       -                                  -                                  20,257.6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德豪(大连)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037.79                       -                                  -                                  26,037.7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蚌埠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54                              0.62                                -                                  36.1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芜湖三颐照明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12.32                            74.08                              3.02                                483.3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锐拓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08.82                         1.06                                4,609.88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大连市德豪半导体光电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41.17                         -                                  -                                  1,041.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德豪润达照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80.25                         9.19                                -                                  1,789.4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德豪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8.25                            -                                  -                                  628.2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蚌埠崧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87.49                         0.25                                0.76                                1,086.9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大连综徳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83                              333.70                            -                                  370.5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珠海横琴鑫润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0.03                                -                                  0.0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NVC Lighting Do Brasil 参股公司雷士国际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2.71                                0.14                                -                                  2.85                                LED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珠海诺凯电机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公司 应收账款 0.78                                -                                  -                                  0.78                                LED产品销售等 经营性往来

怡迅（芜湖）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雷士国际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80.62                              -                                  -                                  80.62                              租赁、管理费等 经营性往来

北京维美盛景广告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00.00                            -                                  -                                  700.00                            LED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怡迅（珠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雷士国际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00.57                         2,973.69                         3,763.00                         711.26                            LED产品销售等 经营性往来

NVC Lighting & Electrical 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td. 参股公司雷士国际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07                              0.90                                17.97                              LED产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怡迅（芜湖）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雷士国际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8                                1.18                                管理费等 经营性往来

怡迅（珠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雷士国际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0.27                            0.67                                5.38                                145.56                            材料款、劳务款 经营性往来

珠海市正通电工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63                              52.63                              押金 经营性往来

怡达（香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雷士国际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18                                0.38                                8.56                                非流动资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维美盛景广告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                                  0.21                                0.21                                押金 经营性往来

总计 378,226.31                     4,490.19                         11,261.81                       371,4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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