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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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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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占用

资金余额 

合并范围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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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累计发生额 

2022 年 6 月 30

日占用资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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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往来

资金余额 

合并范围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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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累计发生额 

2022 年 6 月 30

日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武汉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421,070.10          28,421,070.10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恒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7,143,044.00          547,143,044.00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中国宝安集团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7,047,374.34    9,500,000.00  2,432,086.72  9,392,338.00  179,587,123.06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红莲湖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7,326,237.28    36,087,935.64    36,000,000.00  457,414,172.92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唐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786.64    3,084.34      40,870.98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638,271.73          14,638,271.73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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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35,662,028.30    631,258,749.12  41,888,606.27  701,020,270.19  1,907,789,113.50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宝安农林高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1,551,113.55    203,605,923.72    200,000,000.00  145,157,037.27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惠州市中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944,470.80      453,195.30    14,397,666.10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唐人广告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24,250.10          1,024,250.10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红莲湖农林高科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红莲湖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278,770.31          9,278,770.31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山东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373,520.37      14,373,520.37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新疆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5,497,564.56    153,268.29    6,000,000.00  349,650,832.85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8,481,061.44      5,404,463.09  5,000,000.00  248,885,524.53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密山宝安钾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400,000.00    20,000.00      12,420,000.00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绿金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981,545.83    15,000,000.00  1,190,967.09  15,000,000.00  49,172,512.92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中国宝安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198,362.65    16,203,022.12  133,992.68  30,334,595.79  3,200,781.66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71,283,053.85    7,500,000.00      678,783,053.85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江西宝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4,110,225.05    477,486,246.50  4,579,922.33  471,689,477.90  184,486,915.98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富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7,689,941.67    428,500,000.00  9,325,214.58  429,988,312.50  435,526,843.75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威海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2,502,578.21    35,000,000.00  4,618,821.46  5,555,575.44  206,565,824.23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9,591,669.28    18,000,000.00  8,964,927.14    426,556,596.42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宝航新材料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1,956.84      91,956.84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国盛宝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19,466.67    1,800,000.00  98,651.38    3,918,118.05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宝安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44,038,801.35          944,038,801.35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华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49,931,619.12    36,600,000.00  53,863,803.06    1,740,395,422.18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惠州市华富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260,981.35      1,019,231.89  2,000,000.00  32,280,213.24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青龙山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21,357.48    441,515.30      3,362,872.78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华博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1,490.10      91,490.10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日信宝安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1,653.36      211,653.36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湛江宝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9,991.32      99,991.32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绿金生物科技营销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运通物流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300.42      51,300.42  子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应收款小计      8,484,982,645.66    2,432,079,657.44  133,973,882.99  2,411,980,569.82  8,639,055,6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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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80,173,533.57    6,321,838.52    6,011,000.00  80,484,372.09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288,251,750.42    588,752.75    3,747,194.83  285,093,308.34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唐人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15,628,269.66        20,000.00  15,608,269.66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33,000,000.00          33,000,000.00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运通物流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359,300,000.00    6,000,000.00    365,300,000.00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中国宝安集团创新科技园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18,584,753.04          18,584,753.04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宝安集团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62,122,310.88          62,122,310.88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77,527,791.55    153,179.64    3,658,636.46  74,022,334.73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恒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188,029,813.55          188,029,813.55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国发建富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6,000,000.00    6,000,000.00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华一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付款  8,597,246.17    7,196,400.00      15,793,646.17  本公司经营需要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应付款小计      1,131,215,468.84    26,260,170.91    384,736,831.29  772,738,808.46      

 合计      7,353,767,176.82    2,405,819,486.53  133,973,882.99  2,027,243,738.53  7,866,316,807.81      

关联自然人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   ——   ——               ——   ——  

总    计  ——   ——   ——  7,353,767,176.82    2,405,819,486.53  133,973,882.99  2,027,243,738.53  7,866,316,807.81   ——   ——  

注 1：上表中，本公司在其他应收款中核算的与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其它关联资金往来，系子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 

注 2：上表中，本公司在其他应付款中核算的与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其它关联资金往来，系本公司占用子公司资金。 

注 3：上表中，本公司与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其他关联资金往来合计数，系子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净额。 

法定代表人：陈政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德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