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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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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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形成原
因

 往来
性质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票据 2,919,500.00              268,000.00                           2,919,500.00                       268,000.00                货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应收票据 376,440,055.00          144,033,275.64                    128,332,085.00                   392,141,245.64         货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票据 5,824,000.00              1,150,088.00                        5,824,000.00                       1,150,088.00             货款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13,741,027.48            280,177.24                           617,125.92                          13,404,078.80           货款

成都国信安信息产业基地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应收账款 15,965.05                   15,965.05                  货款

成都三零普瑞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应收账款 148,000.00                 14,959.99                             162,959.99                          0.00                           货款

成都三零凯天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应收账款 1,100,000.00              1,100,000.00                       -                             货款

上海三零卫士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应收账款 108,186.00                 548.67                                  8,648.67                              100,086.00                货款

中电科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应收账款 87,675.17                   172,087.90                           259,763.07                货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应收账款 248,454,390.85          142,542,544.47                    153,171,509.34                   237,825,425.98         货款

深圳市网联安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应收账款 94,765.16                   193,636.03                           288,401.19                          -                             货款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9,854,517.48              3,364,391.15                        4,268,141.00                       8,950,767.63             货款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10,283.02                   566.04                                  566.04                                 10,283.02                  货款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2,676,700.19              7,149.06                               794,374.70                          1,889,474.55             货款

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110,700.00                 72,522.13                             72,522.13                            110,700.00                货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企业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30,294,683.54            26,151,726.74                      11,540,710.32                     44,905,699.96           货款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合同资产 370,000.00                 -185,000.00                          185,000.00                货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合同资产 1,946,813.06              24,462,675.79                      26,409,488.85           货款

上海三零卫士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合同资产 15,530.97                   15,530.97                  货款

中电科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合同资产 128,000.00                 128,000.00                货款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合同资产 96,900.00                   -96,900.00                            -                             货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合同资产 11,125,753.00            -566,940.00                          530,000.00                          10,028,813.00           货款

成都国信安信息产业基地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其他应收款 107,473.17                 107,473.17                保证金

上海三零卫士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其他应收款 456,189.58                 456,189.58                保证金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其他应收款 14,413.04                   14,413.04                            -                             保证金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591,591.51                 591,591.51                          -                             保证金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1,010,445.00              1,010,445.00             保证金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340,497.32                 183,000.00                           70,000.00                            453,497.32                保证金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预付账款 -                              -                             项目款

上海三零卫士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预付账款 7,400,281.80              3,225,688.20                        10,625,970.00                     -                             项目款

深圳市网联安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网安控制 预付账款 2,426,180.00              2,284,820.00                        4,711,000.00                       -                             项目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三研究所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预付账款 1,350,337.72              634,500.23                           1,984,837.95                       -                             项目款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预付账款 1,092,980.91                        1,092,980.91                       -                             项目款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预付账款 32,048.00                   633,624.00                           665,672.00                          -                             项目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 预付账款 15,731,883.34            9,339,357.14                        24,324,345.48                     746,895.00                项目款

小计 —— —— —— 735,024,786.45          359,259,479.33                    353,711,355.19                   740,572,910.59         —— ——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成都卫士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718,754.98            15,705,987.30                      18,681,080.16                     10,743,662.12           往来款

小计 —— —— —— 13,718,754.98            15,705,987.30                      18,681,080.16                     10,743,662.12           —— ——

网安卫谷（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2,320,000.00              3,943,200.00                        6,263,200.00                       -                             项目款

网安卫谷（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7,569,223.27            17,569,223.27           往来款

小计 —— —— —— 19,889,223.27            3,943,200.00                        6,263,200.00                       17,569,223.27           —— ——

总    计 —— —— —— 768,632,764.70          378,908,666.63                    378,655,635.35                   768,885,795.98         —— ——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
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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