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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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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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22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22年度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2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额 

2022年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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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发生额 

2022年半年

度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

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智谷创业园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585.00      2,000.00  11,585.00  应收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城市宝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     

银江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85.01 589.37   0.00 774.38 房屋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交通宝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浙江银创教育宝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杭州奢享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458.06     458.06 房屋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杭州创享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2.95 183.73   - 476.68 房屋租赁款 经营性往来 

浙江银创旅游宝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50     0.5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动享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母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       3.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安徽银江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36.78 20.68   117.31 1,240.1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银江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26.02 282.00     1,308.0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福建银江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8.46 23.06   468.89 362.6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银江智慧城市建设技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75.86 53.80   0.44 1,529.2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贵阳银江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99 -   - 70.9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银江智慧城市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5.90   228.91 37.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银江智慧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0.52 -   - 470.5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河南银江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62.15 55.00   - 617.1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北银江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67.07 49.00   0.00 916.0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银江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1.36 40.00   - 251.3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银江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0.79 45.00   - 365.7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吉林银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健康宝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58.50 1,637.30   1,911.80 584.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江苏银江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3.03 119.26   72.42 599.8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江苏银江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5.00 135.60   - 460.6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江西银江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94.91 572.60   100.00 1,667.5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银江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41.11 90.00   - 1,031.1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西安银江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84.82 149.57   679.64 954.7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银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999.88 -   340.47 4,659.4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城市宝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1.05 1,000.00   1,000.00 301.0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银江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     

浙江银江智慧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4.82 23.58   - 268.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浙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 -   - 2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银江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2.85 17.00   2.55 257.3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银江智慧城市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9.60 189.25   - 548.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总计 —— —— —— 32,922.03 5,999.76 —— 6,922.93 31,998.86 —— —— 

法定代表人：王腾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任刚要                                               会计机构负责人：欧阳文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