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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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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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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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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营性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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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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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84.00   30,550.17       30,465.62   0.55  销售商品、出租资产 经营性往来 

浙江华峰热塑性聚氨酯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10,675.25   38,625.79       22,988.84   26,312.2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476.30   3,198.98       3,509.36   165.9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3,158.26   122,604.83       125,611.31   151.78  销售商品、出租资产 经营性往来 

华峰铝业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191.50      190.02   1.4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5.30       5.3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浙江华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22.00   968.85       929.31   61.5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66.75   66.7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72.00  17,729.93        17,373.99  283.94  销售商品、出租资产 经营性往来 

重庆华峰锦纶纤维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270.76   17,226.44       16,934.14   21.54  销售商品、出租资产 经营性往来 

COVATION BIOMATERIALS LLC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329.76       329.76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东华峰聚氨酯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应收账款 -378.48     1,848.45     1,469.9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杭州鲸岭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10       5.10      出租资产 经营性往来 

上海华峰创享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40   38.84       53.24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华峰集团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联营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0.00   1,803.58       1,803.58   110.00  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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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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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 

上海华峰新材料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实控人 预付款项  583.12   1,916.88        2,500.00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浙江华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实控人 预付款项      2,389.51       2,366.46   23.05  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 

 

上海瑞善氨纶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应收账款  74,146.90  74,146.9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应收账款  3,926.06  3,926.0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华峰对外贸易股份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应收账款 4,492.64 21,634.46  1,707.59 24,419.5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华峰韩国株式会社 上市公司子公司 应收账款  206.65   206.6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华峰聚创贸易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应收账款  843.51  682.65 160.8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华峰化工欧洲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应收账款  95.87   95.8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瑞安市华峰热电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预付账款  5,899.84   3,109.71       5,125.59   3,883.96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预付账款   7,199.48      3,765.50   3,433.98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4,593.84   380,761.06   1,347.86   102,657.12   374,045.6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瑞安市华峰热电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333.75  15,550.00    10,650.00   25,233.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666.58     44,666.5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瑞善氨纶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900.00    62,9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020.00  25,200.00   349.11   25,553.11   70,016.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华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700.00  3,450.00            30,15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华峰聚创贸易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0  6,937.00    7,000.00   1,937.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 

上海华峰龙湾技术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4.97    24.9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温州华峰增材技术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0.11    0.1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总计     282,940.74 845,419.69    1,696.97  524,608.85 605,44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