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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法恩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账款 54,464,167.51 93,111,959.60 145,127,808.66 2,448,318.45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河南省法恩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账款 1,514,117.00 1,514,117.0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河南省法恩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款项融资 27,608,377.50 27,608,377.5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法人 应收账款 465,124.00 465,124.0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湖南法恩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法人 应收款项融资 6,000,000.00 60,212,851.24 6,000,000.00 60,212,851.24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隆化县华源矿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4,983,296.14 4,983,296.14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焦作市合鑫机械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法人 其他非流动资产 67,029,763.00 287,889,786.78 316,967,852.57 37,951,697.21 采购设备 经营性往来

河南聚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748,623.70 45,748,623.70 采购设备 经营性往来

河南聚氟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82,400.00 4,382,400.00 采购设备 经营性往来

河南联华知识产权事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预付账款 66,305.00 66,305.00 专利年费 经营性往来

焦作市增氟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账款 12,101,127.90 27,920,275.75 36,127,598.77 3,893,804.88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焦作市增氟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票据 7,075,000.00 10,611,000.00 7,075,000.00 10,611,000.0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焦作市增氟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款项融资 12,407,612.92 12,407,612.92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徐州小明出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账款 5,995,265.17 5,995,265.17 租赁服务 经营性往来

徐州乾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账款 6,769,320.00 208,000.00 6,561,320.00 销售产品、租赁及咨询服务 经营性往来

西安小明出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账款 13,078,826.60 13,078,826.60 代销产品 经营性往来

武汉乾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账款 2,064,436.00 2,064,436.00 租赁、咨询服务 经营性往来

南京小明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账款 5,729,911.00 5,729,911.00 租赁服务 经营性往来

南京乾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应收账款 10,433,733.00 10,433,733.00 销售产品、租赁及咨询服务 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196,189,970.32 571,473,309.49 513,485,501.00 254,177,778.81

浙江中宁硅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5,678,230.57 11,157,234.01 14,050,885.40 2,784,579.18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隆化县金来矿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其他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6,898,815.47 6,898,815.47 原预付货款转入 经营性往来

多氟多海纳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80,000.00 77,817.02 490,852.31 66,964.71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多氟多阳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480,000.00 30,341.97 495,421.74 14,920.23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云南氟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3,495,000.07 8,263,000.07 25,232,000.0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郑州多氟多智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应收账款 1,000,000.00 1,000,000.00 原其他应收款转入，购买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59,847,676.85 -59,847,676.85 采购原材料 经营性往来

多氟多(昆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139,790.07 1,200.00 140,990.07 采购产品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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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919,037.50 919,037.50 采购产品 经营性往来

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预付账款 34,052,506.87 2,622,118.87 17,175,786.22 19,498,839.52 采购原材料等 经营性往来

焦作伴侣纳米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12,569,320.80 12,569,320.80 采购原材料等 经营性往来

焦作伴侣纳米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77,358,342.12 59,084,810.22 218,273,531.9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款项融资 200,000.00 22,505,927.50 200,000.00 22,505,927.5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款项融资 1,230,000.00 1,230,000.0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浙江中宁硅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款项融资 1,000,000.00 1,000,000.00 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洛阳蓝宝氟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599,028.09 10,599,028.09 原应收账款转入，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黔江区鑫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3,841.28 383,841.28 原应收账款转入，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蓝宝矿业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26,808.21 1,626,808.21 原应收账款转入，销售产品 经营性往来

邢台多氟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73,379.83 5,273,379.83 原应收账款转入，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多氟多(昆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8,000,000.00 8,000,000.00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000,000.00 20,252,727.04 596,342.92 12,602,727.04 22,650,000.00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云南氟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000,000.00 811,041.66 51,000,000.00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河南多多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000,000.00 50,958.90 10,000,000.00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9,000,000.00 85,209,702.99 221,209,702.99 303,000,000.00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多氟多智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000,000.00 3,669,800.00 34,330,200.00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山东凌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800,000.00 68,021.91 4,000,000.00 1,800,000.00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洛阳蓝宝氟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7,598,528.14 247,598,528.14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黔江区鑫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孙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8,500,000.00 8,500,000.00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蓝宝矿业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000,000.00 17,000,000.00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河南东方韶星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000,000.00 297,534.27 10,000,000.00 财务资助 非经营性往来

河南省氟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636,900.69 20,636,900.69 预付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866,781,609.98 479,147,312.28 1,823,899.66 364,528,037.34 981,400,884.92

小计 — — —

总计 — — — 1,062,971,580.30 1,050,620,621.77 1,823,899.66 878,013,538.34 1,235,578,663.73 —

           法定代表人：李云峰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程立静                                                       会计机构负责人：侯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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