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名称：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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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金额

 2022年期末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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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小计 - - - -
前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
无

小计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
无

小计 - - - -
总计 - - - -

其他关联资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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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2年度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2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2年期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唐山冀东发展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27.60          2,821.87          -               2,010.34          1,839.14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发展燕东建设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485.18            1,708.29          -               1,597.45          596.02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77.83          52.40             -               50.60             1,279.63           工程款、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田新型建材分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82             -               -               8.47              21.35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日彰节能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3.23            415.57            -               336.24            192.56             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盾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06.39          67.61             -               1,402.48          371.52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盾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207.97            -               -               -               207.97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发展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932.63          1,735.41          -               2,277.56          1,390.48           设备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水泥南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9,164.58          1,175.65          -               3,673.45          6,666.78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金隅盾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89.71          3,383.09          -               3,136.80          1,736.00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曹妃甸冀东装备机械热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94.00          6.85              -               706.85            1,094.00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253.98            -               170.93            83.05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发展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预付账款 2,719.01          6,447.61          1,156.19          8,010.44           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预付账款 32.00             26.00             40.00             18.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发展燕东建设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预付账款 8.52              8.5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田新型建材分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预付账款 3.42              -               -               3.4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日彰节能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预付账款 23.26             304.67            262.87            65.0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盾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预付账款 46.17             -               -               46.1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启新记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预付账款 7.37              7.37              -                物业费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发展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07             -               -               13.07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00             -               -               -               11.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5.27             3,989.23          -               2,721.04          1,303.45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99.63             2,814.14          -               1,211.15          1,702.63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水泥三友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2.22            2,764.07          1,806.51          1,109.77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1.11            1,646.80          -               1,250.00          517.91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保定太行和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69.68            1,421.64          -               670.00            1,021.32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涞水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17.55            2,276.29          -               1,597.49          1,096.35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2.30            1,623.70          -               1,673.59          62.41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伊东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33.69            300.36            -               550.96            183.10             工程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亿利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40.96            742.56            -               562.71            520.81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邢台金隅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6.30            1,674.83          -               1,500.38          470.75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5.81              1,061.16          -               781.69            285.28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灵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28.28            606.17            -               409.43            625.02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曲阳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3.42            1,298.22          -               1,240.76          180.87             工程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52.64            1,567.10          -               1,085.77          733.97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830.55            1,678.07          -               1,297.69          1,210.93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丰南分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71.63             -               -               5.00              66.63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0.24              -               -               -               0.24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36             238.31            -               158.10            90.58              工程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包头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657.00            1,751.95          -               1,608.10          800.84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2.90             953.24            -               899.22            76.91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92.55            -               -               -               392.55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01             391.20            -               364.33            36.87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05              1.49              -               5.54              -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博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5.49             425.11            -               337.37            123.24             工程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沧州临港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58             130.06            -               120.00            24.64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昌黎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839.65            507.12            -               803.03            543.74             工程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成安金隅太行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8.94              10.20             -               19.14             -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55.68             568.61            -               291.14            333.15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49.73            891.70            -               658.17            583.26             工程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大同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93.47            1,119.85          -               607.08            706.24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广灵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8.01            593.52            -               632.23            79.30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广宗县金隅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9.96             123.97            -               115.81            48.11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邯郸金隅太行建材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29              -               -               4.29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00.67            1,635.15          -               1,038.65          797.16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峰峰矿区新型建材分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58.71             352.23            -               215.70            195.24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商砼分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8              -               -               -               1.18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河北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49.00            -               -               300.00            149.00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金隅红树林生物质能源（泾阳）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74.55             -               39.12             35.43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吉林冀东吉运物流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1.64            6.06              -               20.00             117.70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吉林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04.27            913.52            -               711.52            506.28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发展泾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2.38             82.21             -               50.78             63.81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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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及子公
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
股子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其他关联资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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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2年度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2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2年期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7.16             1,229.93            -                952.53             324.55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89.66            1,620.86            -                1,083.88           826.64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阿巴嘎旗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81.11            963.55              -                390.99             853.66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6.90            1,937.32            -                1,730.09           344.12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丰润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9.27            -                 -                -                139.27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扶余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9.56              194.53              -                125.42             78.67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吉林有限责任公司磐石石灰石矿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60.65            439.56              -                141.90             458.31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滦州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180.47          6,293.90            -                5,042.40           3,431.97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77.19            11,907.10           -                11,186.21          1,098.08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5,856.55          5,725.60            -                7,547.86           4,034.30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重庆合川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8.88            621.34              -                393.15             387.07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重庆江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94.06            2,143.42            -                1,969.04           368.43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金隅冀东凤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20.43            2,533.81            -                1,815.29           1,038.95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金隅冀东智联（唐山）物流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60.26             34.60               -                55.00              39.86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金隅台泥（代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2.33             2,761.58            -                1,218.66           1,575.25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64.04              -                74.69              189.35               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辽阳冀东恒盾矿业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75.62              -                -                475.62               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辽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1.17             276.85              -                118.78             199.24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陵川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66.69            703.55              -                475.08             395.16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米脂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1.65            1,163.94            -                820.63             514.96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75.71             1,455.49            -                800.00             731.21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宁晋县金隅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8.70               -                8.51               10.19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平泉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87.51             986.16              -                454.46             619.21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沁阳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72.53             209.55              -                245.78             36.30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山西双良鼎新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75             703.64              -                282.11             433.28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金隅智汇（陕西）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               74.97               -                72.60              2.37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深州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1.29             112.03              -                40.00              93.32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沈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45             114.30              -                63.20              80.55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四平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98.90             543.37              -                246.64             395.63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66.52          5,248.88            -                4,297.61           2,017.79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水泥外加剂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4.50                -                4.28               0.23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市盾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0.63              -                 -                0.28               0.36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588.22            3,756.13            -                3,437.53           906.82               工程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县洁源垃圾处置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0.87              -                 -                0.49               0.38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天津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71.01             207.41              -                178.36             100.05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53             515.93              -                311.13             220.33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吴堡冀东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7.59            82.11               -                221.80             17.90                工程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2.16            402.90              -                350.00             175.06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74.01          -                 -                -                1,074.01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烟台冀东润泰建材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724.32            42.13               -                11.80              754.65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阳泉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32.31            2,429.08            -                1,912.92           748.46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阳泉冀东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3.15               -                -                23.15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易县腾辉矿产建材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66.42             639.18              -                334.63             370.98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易县鑫海矿业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50.43             79.51               -                20.00              109.94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张家口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5.74             52.63               -                35.65              52.72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9.24              88.35               -                43.06              54.54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怀来分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1.24            -                 -                1.77               99.47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88.56            1,535.03            -                975.69             947.90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山西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20.66              -                -                320.66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涞水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70              -                 -                -                0.7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70              -                 -                -                0.7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伊东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1.22              -                 -                -                1.2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亿利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32              -                 -                -                0.3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20              -                 -                -                0.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20              -                 -                -                0.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博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20              -                 -                -                0.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昌黎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20              -                 -                -                0.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20              -                 -                -                0.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大同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56              -                 -                -                0.5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1.00              -                 -                -                1.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1.00              -                 -                -                1.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滦州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70              -                 -                -                0.7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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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东水泥及其控
股子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其他关联资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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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2年度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2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2年期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冀东水泥重庆合川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1.50              1.60               -                -                3.1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重庆江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95              1.84               0.51               2.2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平泉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20              -                -                0.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陕西金隅冀东水泥经贸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1.69              -                1.69               -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70              -                -                0.7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张家口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60               0.6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30               0.3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烟台冀东润泰建材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0.20              -                -                0.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金隅智汇（陕西）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1.27              -                1.27               -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1.00             44.50              -                1.20               104.3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59              27.85              -                -                28.44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水泥三友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60              8.85               -                14.65              2.8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              -                -                -                2.0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涞水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3.36               -                -                4.36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50              0.50               -                0.50               0.5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亿利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              1.50               -                3.00               0.5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邢台金隅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              22.80              -                11.00              15.8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              7.30               -                6.30               3.0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曲阳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0              0.84               -                0.70               1.34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30             -                -                -                35.3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70              2.20               -                2.70               0.2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包头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00             -                -                -                22.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博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0              5.00               -                1.20               5.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昌黎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0              0.40               -                0.20               1.4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              3.00               -                4.00               3.0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20              -                -                -                0.2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大同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              21.00              -                3.00               20.0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广灵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0               -                -                6.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20              2.00               -                2.20               8.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吉林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70              0.76               -                0.56               0.9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88              -                -                6.88               -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6.49               -                2.00               5.49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              27.62              -                -                32.62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滦州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28             33.00              -                20.00              65.28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20             6.00               -                0.20               68.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重庆合川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2              4.94               -                3.95               6.81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重庆江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36              2.45               -                0.36               2.45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金隅台泥（代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             3.00               -                -                13.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陵川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             -                -                -                20.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山西双良鼎新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2.00               -                3.00               -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四平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0              0.40               -                -                3.1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80             -                -                -                13.8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0              4.50               -                3.50               7.5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0              -                -                -                6.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阳泉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6              3.00               -                3.26               3.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怀来分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6              -                -                5.26               -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57              75.57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迁安金隅首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              20.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吉林有限责任公司磐石石灰石矿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              20.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阿巴嘎旗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20               2.00               5.2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山西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               4.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沈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0               1.2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米脂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1               4.11               1.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1.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5.00            17.00              -                37.00              115.0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北京建都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322.92            146.05             -                316.84             152.13               工程款、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380.00            -                -                304.50             75.50                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隅顺发水泥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43.80             -                -                -                43.80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39.88             -                -                10.00              29.88                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黄骅金隅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0.23              -                -                -                0.23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金隅冀东（唐山）混凝土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5              -                -                -                1.05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金隅科实（曹妃甸）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01.04          6.90               -                22.04              985.90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金隅天坛（唐山）木业科技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269.25         -                -                4,751.56           5,517.69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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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隅星节能保温科技（唐山）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239.77            -                -                 239.77              -                  工程款、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金隅住宅产业化（唐山）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1,808.55          1,056.60           -                 961.52              1,903.63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陕西金隅节能保温科技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6,432.47           -                 6,002.95            429.52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金隅天材管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0.86              0.05               -                 0.86                0.05                 工程款 经营性往来

阳泉金隅通达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 7.54              -                -                 -                 7.54                 备件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隅通达耐火技术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预付账款 6.10              85.25              21.35               70.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1              1.21               -                 2.43                -                  其他款项 经营性往来

北京五湖四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05              14.05                其他款项 经营性往来

北京京才人才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18               6.18                 其他款项 经营性往来

冀东水泥重庆混凝土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2              -                -                 -                 5.42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金隅住宅产业化（唐山）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及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              -                -                 -                 2.0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应收账款 415.12            -                -                 205.00              210.12               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威克莱冀东耐磨技术工程（唐山）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应收账款 319.02            -                -                 -                 319.02               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应收账款 6.48              19.59              -                 26.06               0.00                 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预付账款 9.72              152.57             -                 162.29              -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冀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2.50              -                -                 -                 2.5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应收账款 280.33            2,134.27           -                 1,601.36            813.24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应收账款 516.95            6,421.43           -                 5,223.98            1,714.40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应收账款 28.14             111.51             -                 5.64                134.01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曹妃甸盾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应收账款 23.26             214.45             -                 183.02              54.70                工程款、设备款、备件款、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预付账款 0.20              -                -                 -                 0.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预付账款 0.30              0.20               0.30                0.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预付账款 0.21              -                -                 0.2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唐山曹妃甸盾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预付账款 2.00              2.00               2.00                2.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0              26.00              -                 30.30               0.9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0               -                 2.00                1.50                 投标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0              -                -                 2.90                1.90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唐山曹妃甸盾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冀东水泥联合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              -                -                 5.00                -                  定金、备用金、押金、保证金等 经营性往来

小计 3,690.68         16,681.33         14,678.72          5,693.28           

总计 3,690.68         16,681.33         14,678.72          5,693.28           

企业负责人： 王向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梁宝柱 会计机构负责人： 安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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