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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6 月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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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往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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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 

          

          

小计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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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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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238.58    92.58  146.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147.82  0.17    2.09  145.9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广东亿安仓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1,223.21  1,226.81    2,362.71  87.3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亿安仓（香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54.49        54.4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0.44      0.4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中电瑞达物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0.40      0.4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艾德蒙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预付账款   2.87    2.8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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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5,078.44  2,821.44    2,398.56  5,501.3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618.25  2,355.43    2,039.94  2,933.7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689.54  3,264.23    2,821.98  2,131.8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软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879.47  1,764.38    2,561.58  2,082.2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769.12      14.85  754.2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桂林长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725.31  1.32    28.84  697.78  货款、技术服务 经营性往来 

中电金信软件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460.70  492.70    493.14  460.2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336.50    2.92  333.5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天津中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20.88  284.30    241.30  263.8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849.90  836.65    1,464.14  222.4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成都锦江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63.42  54.35    101.67  216.1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66.33  172.89    48.99  190.2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湖南中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03.43    55.77  147.6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6.21  87.15    4.90  108.4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69.60      69.6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冠捷电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29.73  115.57    300.63  44.6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六所智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48.18      9.08  39.1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东莞中电熊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32.87        32.8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60.60    38.31  22.2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5.15        15.1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0.57  3.55    7.65  6.4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35.00    29.75  5.25  售电收入 经营性往来 

中电金信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00.79    98.88  1.9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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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软软件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7.63    6.20  1.4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惠融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13    0.47  0.6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中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32.20  352.38    384.26  0.3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0.16  4.01    4.01  0.16  货款及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亿安仓（香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816.60  614.25    1,430.8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云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287.23  2,344.47    2,631.7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彩虹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0.42      0.4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2.80    12.8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重庆）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9.67    9.6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1.11    1.1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中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0.87    0.8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账款   0.68    0.6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814.53  1,254.98    1,442.02  627.4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桂林长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502.03      105.00  397.0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天津中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60.00      60.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100.94      100.9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六所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70.00      70.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64.61      64.6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金信软件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26.45      26.4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成都锦江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应收票据 23.02      23.0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25.38        125.38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 其他应收款   3,729.28    3,639.82  89.46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18.51  54.30    91.11  81.7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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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35.77  213.91    177.31  72.37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59.85    1.92  57.93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49.94        49.94  房屋租赁押金 经营性往来 

中电智行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45.42      45.42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中软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34.00        34.0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30.81  1.11      31.93  房屋租赁押金 经营性往来 

中电惠融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65.00    44.43  20.56  服务费 经营性往来 

中电鹏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3.86  80.93    77.17  17.61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深圳长城开发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21.63  285.15    297.96  8.81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中国瑞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6.07      7.91  8.16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6.00  2.00      8.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6.87      6.87  往来款结转 经营性往来 

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3.31  314.58    314.61  3.28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武汉长江电源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3.00        3.00  资产处置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爱华电子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2.30        2.30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北京中电瑞达物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3.73      1.62  2.11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中电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2.00      2.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44      1.44  服务费 经营性往来 

成都中电锦江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0.85    10.20  0.65  代垫薪酬、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冠捷电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0.04  0.51    0.09  0.46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5.77      5.77    售电收入 经营性往来 

深圳中电蓝海控股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20  17.97    19.17    物业管理 经营性往来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10  1.92    3.02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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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67.53    67.53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60.42    60.42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其他应收款   11.52    11.52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中电数字城市（江西）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合同资产 78.30      7.83  70.4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小计   20,698.50  24,225.69    26,377.62  18,546.57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7,224.37  18,756.44  4,696.81  21,823.98  208,853.65  内部借款、代垫薪酬等 非经营性往来 

中电长城圣非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548.57  3,025.73  1,025.84  1,031.31  58,568.82  内部借款、代垫薪酬等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400.00    82.22  40.85  17,441.37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14.06  12.85  30.00  31.48  3,225.42  内部借款、代垫薪酬等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长城海盾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63  1,570.39    33.65  1,537.36  代垫薪酬、募集资金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长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92.85  126.97    0.65  1,519.17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中电长城能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8.01  665.15  14.92  621.04  607.03  内部借款、代垫薪酬等 非经营性往来 

陕西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43.95  3.04  10.05  503.04  554.01  内部借款、代垫薪酬等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中电长城信息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7.73  873.21    784.19  326.75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长城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4.09  937.38    945.83  215.64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高怡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5.18  35.47    33.94  176.71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中电长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2.44    1.02  151.41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陕西长城信息终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31  335.50    351.60  36.21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云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39  13.06    0.58  33.87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1  16.24    9.93  26.32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63  48.94    30.07  19.51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广西长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9  25.14    16.73  13.11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56  60.25  93.25  11.56  内部借款、代垫薪酬等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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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城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89    3.36  10.54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2  16.21    10.19  7.35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黑龙江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64  22.99    16.80  6.83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0  52.41    49.13  6.48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长城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8        4.38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吉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95    4.44  3.51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5        2.25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江西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1  11.54    11.51  1.95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海南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4    1.29  0.65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江苏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34  17.55    37.49  0.40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72  0.78    1.17  0.33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长沙湘计海盾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51  11.08  20.22  44.81    内部借款、代垫薪酬等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78  26.17    34.95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河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8  23.12    26.50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47      0.47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长城非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1    6.51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中原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    4.00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辽宁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2    2.22    代垫薪酬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长光电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82  17.82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9,600.00      200.00  9,400.00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7,200.00      500.00  6,700.00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长沙湘计海盾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1,000.00        1,000.00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中电长城能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1,000.00      500.00  500.00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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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30,000.00      30,000.00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长光电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1,000.00      1,000.00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 137,000.00  30,000.00    25,546.77  141,453.23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长光电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   1,000.00      1,000.00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 800.00  500.00    400.00  900.00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 400.00  200.00    200.00  400.00  内部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475,169.37  58,560.87  5,958.13  84,972.57  454,715.82    

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 

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15,580.10  100,589.06    32,147.75  84,021.4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235.19      235.1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子公司 预付账款 58.43  29.85    88.2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53.25      53.25    购置资产 经营性往来 

长城超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1.13    1.1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超云（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子公司 预付账款   0.33    0.3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子公司 应收账款 2,222.59  2,814.18    2,985.98  2,050.7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64.00  1,541.14    366.06  1,239.0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信数码信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186.13        1,186.1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山西长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92.53  69.79      562.3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城超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0.82  67.62    44.67  23.7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沙军民先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92      7.43  0.4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56.51    256.38  0.1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70.27  60.18    430.35  0.10  货款、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17.22  1,515.67    1,632.8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江门长城紫晶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子公司 应收账款 58.00  -58.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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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紫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6.14  343.50    359.6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海南）联合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90.24    90.2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超云（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子公司 应收账款   20.35    20.3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飞腾技术（长沙）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子公司 应收账款   0.17    0.1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城超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票据 323.70  379.48    585.70  117.4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城紫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票据   21.90      21.9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票据 1,884.30  70.79    1,955.0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票据 445.03      445.0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0.00        100.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9.46  272.45    316.56  65.35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中科长城海洋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5.62  31.63    13.11  34.14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长城超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51  17.13    28.63    代垫薪酬、服务费 经营性往来 

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55      5.55    代垫薪酬、服务费 经营性往来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0.13  23.51    23.64    代垫薪酬、服务费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天地汇云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25    75.25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96    0.9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20.72      2,120.72    购置资产 经营性往来 

北京华胜信安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13 号》认定 预付账款   276.44    276.44    购置资产 经营性往来 

湖南长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13 号》认定 应收账款 2,364.21  2,538.29    2,925.22  1,977.2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金融设备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13 号》认定 应收账款   3.12      3.12  技术服务 经营性往来 

中电湘江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13 号》认定 应收账款   77.40    77.4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规则认定 应收账款   69.97    69.9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电信源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13 号》认定 应收账款   14.46    14.4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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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13 号》认定 其他应收款   51.67    28.97  22.71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湖南长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13 号》认定 其他应收款   0.38    0.38    代垫薪酬 经营性往来 

鲁班嫡系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股东 预付账款   205.79    205.79    购置资产 经营性往来 

鲁班嫡系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股东 应收账款   226.54    226.5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小计   27,842.82 111,698.88   48,115.48 91,426.19   

总计 - - - 523,710.69 194,485.44 5,958.13 159,465.67 564,688.5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