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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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名称：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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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年半年度

占用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2年半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2年半年度期末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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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往来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年半年度

往来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2年半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2半年度期末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成都礼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其他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00.00                          880.00            -                1,680.00                    -     电影票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嘉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其他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1,330.00            -                1,330.00                    -     电影票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嘉逸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其他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95.00            -                   95.00                    -     电影票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嘉逸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其他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80.00                          275.00            -                  655.00                    -     电影票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嘉裕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其他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1,068.00                       14,875.00            -               25,943.00                    -     电影票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嘉裕太阳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其他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24,290.00            -               24,290.00                    -     电影票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京溪礼顿酒店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其他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45.00                         -145.00            -                     -                      -     电影票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礼顿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其他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0.00                        1,610.00            -                1,690.00                    -     电影票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礼顿酒店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其他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555.00                       -4,475.00            -                   80.00                    -     电影票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杭州礼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其他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0,262.00                      482,632.00            -              402,220.00             160,674.00   投资性房地产出  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97,290.00                     521,367.00           -              457,983.00            160,674.00   -   -  

 鞍山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226,049.81                    3,642,139.25           2,938,275.80          11,929,913.26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宝鸡金逸西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40,620.41              40,620.41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嘉裕金逸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7,484,859.40                   39,921,490.30          41,300,833.20         176,105,516.5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逸嘉逸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506,817.33                    8,018,073.27          28,000,000.00          16,524,890.6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逸嘉逸影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                      -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常州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252,299.60                   12,056,871.64          12,026,525.12          44,282,646.12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3,947,380.68                   16,806,517.36          22,720,546.89          78,033,351.15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大连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382,717.42                    3,882,247.50           3,584,355.89          28,680,609.03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东莞市虎门金逸电影放映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937,279.54                      947,407.39             763,203.81           6,121,483.12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东莞市金逸电影放映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684,356.97                    1,376,784.65           1,601,177.31          20,459,964.31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福州金美逸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403,432.89             403,432.89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福州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248,857.25                   20,585,308.64          19,870,851.47          66,963,314.42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广西红五星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115,523.41           1,115,523.41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金逸数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289,394.86                       44,256.96                    -             9,333,651.82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6,631,272.80                   96,065,085.81         105,627,714.91         137,068,643.7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金逸珠江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762,139.44                  344,904,482.82         344,982,003.23          50,684,619.03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金逸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4,410,041.30                  141,196,479.57         118,305,352.47         237,301,168.4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桂林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                      -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辰东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58,648.01                    3,117,556.78           3,215,596.91           5,160,607.88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城北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                      -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城联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763,626.09                   10,990,509.48           5,419,673.60          64,334,461.97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210,732.90                    6,791,478.38           2,943,829.54          35,058,381.74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金逸天元城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630,264.76                    2,293,051.50           3,256,338.07           8,666,978.19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合肥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1,767,137.00                    6,160,743.88           6,486,328.16          41,441,552.72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呼和浩特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412,153.48                     -796,973.28              33,564.72          16,581,615.48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霍尔果斯金逸广告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0.00                             -                      -                   420.0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霍尔果斯金逸影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461,135.35             461,135.35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霍尔果斯金逸影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668,633.99           1,668,633.99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济南金逸印象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20,880.00             120,880.00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济南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                      -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嘉兴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068,452.88           1,068,452.88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江西鑫逸电影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362.45                    -                 5,362.45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昆山市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17.34                          347.00                    -                 3,664.34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兰州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97,529.95                      397,225.86             435,004.25           4,359,751.56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兰州金逸巨幕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87,316.41                      811,755.92           1,149,224.85           6,349,847.48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1,134,257.85                   11,836,060.46          12,080,254.73          60,890,063.58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南通嘉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00,000.00             100,000.00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宁波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904,926.10                   68,057,084.12          68,100,424.52          11,861,585.7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宁乡市金逸电影放映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329,342.03                    2,749,618.73           3,048,057.53           9,030,903.23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莆田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048,950.69           1,048,950.69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秦皇岛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976,306.23                    4,890,587.10           5,971,291.01          19,895,602.32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2,309,456.76                    4,857,474.03           5,257,427.35          71,909,503.44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泉州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89,845.37                    1,058,813.61             876,324.19           3,672,334.79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三亚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                      -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嘉裕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420,528.73           3,420,528.73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金逸传媒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6,680,000.00           6,680,000.00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6,790,222.60                   20,879,144.12          29,537,203.02         118,132,163.7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市名汇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1,557.88                      819,303.65             913,514.11             557,347.42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虹口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71,674.46                    5,593,756.21           5,769,242.48           6,396,188.19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金逸大连路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9,948.83                          500.00                    -               290,448.83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037,720.42                    1,441,372.77           1,338,334.97          18,140,758.22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金逸西藏北路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                      -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2,114,412.60                   23,287,421.96          23,144,268.36         122,257,566.2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沈阳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5,675,549.03                   30,311,089.22          10,057,792.19         137,580,891.91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苏州市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2,581,752.66                   15,971,411.83          14,544,548.10          94,008,616.39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台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406,878.76                       39,225.33           6,429,735.53              16,368.56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太原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211,292.75                    5,615,545.61           5,576,197.26          23,250,641.1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市奥城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9,944,186.56                   16,337,397.80          15,296,943.62          60,984,640.74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西岸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087,435.43                    1,724,688.10           1,180,861.84          16,631,261.69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威海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957,123.11                    1,299,767.30           1,336,498.44           9,920,391.97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无锡金逸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563,988.69                   11,072,344.54           6,062,212.15          31,574,121.08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6,630,979.36                   53,177,872.87          46,942,528.33         102,866,323.9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西安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353,167.94                             -                      -            13,353,167.94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香港金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120,105.20                             -                      -           200,120,105.2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扬州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552,289.95                    3,232,328.40           3,621,347.44          22,163,270.91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阳江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005,968.13           1,005,968.13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银川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309,280.92                    4,027,798.31           5,337,734.89          13,999,344.34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湛江市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147,172.77           1,147,172.77                    -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长沙金逸电影放映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3,310,623.80                   49,312,543.26          35,920,176.56         186,702,990.50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肇庆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54,936.54                    3,049,123.71           3,476,968.31           2,927,091.94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中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1,140,685.20                   15,952,218.63          70,128,748.11          66,964,155.72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中山市小榄镇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620,491.90                    3,299,482.92           3,872,725.26          17,047,249.56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博悦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995,792.71           1,993,397.46               2,395.25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90,671.47                    1,640,110.89           1,172,794.19          10,557,988.17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名汇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7,112,855.97                   13,797,515.29          15,498,473.32          95,411,897.94   营运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2,625,518,578.71               1,114,826,895.86           -        1,147,427,724.72      2,614,569,795.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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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   -   -        -   -  

总计  -   -   -      2,625,615,868.71               1,115,348,262.86           -        1,147,885,707.72      2,614,730,469.70   -   -  

 
企业负责人：李晓文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曾凡清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