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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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资金占用
的利息（如有）

2022年半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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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
企业

预付账款          853,376.00          853,376.00                     设备采购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其他应收款                            1,194,999.06        1,194,999.06 办公楼租赁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宝德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其他应收款          679,770.00        2,240,474.15          572,620.00        2,347,624.15 房屋押金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速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
企业

其他应收款              840.00              840.00 代收代付 经营性往来

乐山宝德未来城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
企业

预付账款          343,684.41        3,500,000.00        3,049,099.58          794,584.83 办公楼租赁 经营性往来

乐山宝德未来城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
企业

其他应收款          900,000.00          450,000.00          450,000.00 房屋押金 经营性往来

广州宝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
企业

应收账款           10,635.48           10,635.48                     机柜租赁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宝德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29,350.00           29,350.00 机柜租赁 经营性往来

湖南省梦回凤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
企业

应收账款        1,996,000.00          800,000.00        1,196,000.00 技术开发 经营性往来

贵州金沙古酒酒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
企业

应收账款        2,280,000.00        1,000,000.00        1,280,000.00 技术开发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深圳中青聚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336,165.00              200.00                           28,336,365.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时代首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0,995,213.62       33,030,200.00       13,782,367.00      160,243,046.6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创想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803,874.55      111,817,282.13        1,682,393.47       73,994,434.94       98,309,115.2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卓页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14,778.54        4,030,602.00          614,778.54        4,030,602.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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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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30日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深圳市五秒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43,186.93        5,650,000.00        2,300,000.00        4,993,186.9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中青宝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9,939,878.42          220,000.00          820,000.00      169,339,878.4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中青宝长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50,574.13          390,000.00          370,000.00       40,070,574.1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老友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937,429.98       28,020,100.00       14,400,000.00       43,557,529.9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利得链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40,500.00        6,800,000.00        1,300,000.00       13,540,5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鸿逸网络游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00,000.00              500.00        1,250,000.00           50,5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宝跃网络游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15,000.00                            1,215,0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青云星辰传媒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5,500.00           50,000.00          515,5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米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0,000.00        1,350,000.00        1,310,000.00          350,0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中青宝网互动网络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20,000.00               25.00        1,319,975.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掌心烈焰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               1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盛澜网络游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000.00                               12,0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芭乐网络游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000.00                               12,0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关联自然人及
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总  计      484,493,757.06      203,890,367.34        1,682,393.47      118,607,836.54      571,458,681.33 

法定代表人：李逸伦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张云钦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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