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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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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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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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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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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深圳市投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29.09        29.09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52.90          52.90  押金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92.98          92.98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河北深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92.30   638.47     206.38    524.39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深国际华南物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5.29          7.94    7.36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大工业区（深圳出口加工区）开

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5.25          10.87    34.38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银湖会议中心（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19            1.19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深物业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8.04          18.04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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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五洲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62.18         262.18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3,930.14    49.92     1,302.12  2,677.94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湾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0.52   19.08      47.17      2.43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国贸美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34         0.34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龙城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74        0.74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赛格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66             0.66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39             0.39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31        1.31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迎宾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0.78      10.78        -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深物业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16             0.16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91          0.91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体育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54.07           154.07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50      8.50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25.40       125.40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91.74        91.74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皇城地产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52          2.52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小计       4,739.26    935.64      -     1,585.23   4,089.66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深圳市立新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28.82  5,033.00   110.00   4,904.00  3,757.82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子公司 应收利息 1,557.74    110.00      1,667.74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8,799.66    1,381.19   6,418.60  62,381.06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子公司 应收利息 5,766.44   1,381.19        7,147.63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英飞拓（泰国）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69.36   236.61    69.59     3,105.97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孙公司 应收利息   435.22     69.59       504.81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30.71  2,300.00   53.87  1,024.33  2,806.38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应收利息     53.87      53.87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英飞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428.37  2,616.00     64.50  3,737.38  18,306.99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应收利息      64.50      37.75    26.75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INFINOVA INTERNATIONAL 

LIMITED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68.10    103.74      1,971.84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英飞拓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6.78     98.40     137.50     17.6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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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普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395.50  

    

3,304.50  
1,290.65   2,000.00   51,700.00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应收利息       -    1,290.65       1,290.65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英飞拓智园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4    800.00  7.20     800.04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应收利息       7.20          7.20  借款和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156,336.75 17,469.25 2,977.00 18,259.56 155,546.44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

人 

                    

                    

小计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

业 

怀化市智慧中方建设运营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本公司与中方县政府

合作设立的PPP项目公

司 

应收账款 7,416.86        7,416.86  销售 经营性往来 

长期应收款 5,617.91         5,617.91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小计       13,034.78 0.00 0.00 0.00 13,034.78     

总计       174,110.79 18,404.89 2,977.00 19,844.79 172,670.89     

 

 

法定代表人：刘肇怀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德富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德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