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22年1-6月 

编制单位：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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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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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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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年1-6月往来

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2年1-6月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2年6月30日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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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星空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4 ,933.77                                         4 ,933.77  非经营性往来 

常州工利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4,129.68                                         4 ,129.68  非经营性往来 

常州雷利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3 ,075.00                         3 ,075.00  非经营性往来 

常州市诚利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402.82                           4 02.82  非经营性往来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1,326.52             -              1,326.52                   非经营性往来 

无锡雷利电子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227.50             -                227.50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穗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81.15           2 ,708.00         105.00              8,094.16  非经营性往来 

太仓市凯斯汀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 ,126.66          6 0.74              18.00             3,169.40  非经营性往来 

东莞市蓝思精密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 00.00                           500.00                  -  非经营性往来 

乐士雷利贸易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26.88               2,626.88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蓝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                 200.00  非经营性往来 

江苏雷利艾德思电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 50.00          2 .81                252.81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睿驰同利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 25.00          1 .82            2 52.00                74.82  非经营性往来 

乐士雷利贸易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0,911.64           25,693.38                      1 7,198.19         3 9,406.84  经营性往来 

常州雷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 ,030.97           12,802.69                         1 69.90          14,663.76  经营性往来 

安徽雷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 86.22              837.97                       1 ,324.19                   经营性往来 

美国雷利电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 61.30              183.18                           444.48  经营性往来 

常州工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 91.33                                                             191.33  经营性往来 

常州雷利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2.48             4 93.79                         6 66.27                   经营性往来 

常州市诚利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 46.85               0 .21                                          1 47.06  经营性往来 

常州工利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 4.98              1 1.18               11.18              24.98  经营性往来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3.89               78.60                          102.49                   经营性往来 

江苏雷利艾德思电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23               18.33                           24.11              5 .45  经营性往来 

浙江睿驰同利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 1.39                           1 1.39  经营性往来 

无锡雷利电子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 1.18                           11.18                   经营性往来 

杭州雷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 1.18                          1 1.18                   经营性往来 

广东中山工利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 1.18                           11.18                   经营性往来 

柳州雷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59                           5 .59                   经营性往来 

安徽蓝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 .05                4.05   经营性往来 

上海穗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 .59               5 .59   经营性往来 

太仓市凯斯汀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66                4.66   经营性往来 

东莞市蓝航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960.94                960.94  经营性往来 

常州市诚利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625.58              3 4.64               660.22  经营性往来 

常州工利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2 56.18               58.21              3 14.39  经营性往来 

东莞市蓝思精密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5 00.00              5 00.00  经营性往来 

常州雷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6,465.14            6 ,465.14  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常州中安雷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建国实际控制并担任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的公司 应收账款               4.50                9.00                            9.00              4 .50 

 
经营性往来 

常州市湖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苏建国之亲属控制的 
公司 应收账款 0              1 3.31                          1 3.31 0.00 

 
经营性往来 

常州鑫和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苏建国之亲属控制的 
公司 应收账款 0               0 .81                            0.81 0.00 

 
经营性往来 

总  计            5 7,557.17           54,929.16        1 70.37          21,896.90          90,759.81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