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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天健审〔2022〕4509号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雷利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1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审计了后

附的江苏雷利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江苏雷利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江苏雷利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

并对外披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江苏雷利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二、管理层的责任 

江苏雷利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业务办理》（深证上〔2022〕28号）的规定编制汇总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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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江苏雷利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

表发表专项审计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

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审计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江苏雷利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业务办理》（深证上〔2022〕28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江苏雷利公司 2021 年

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编制单位：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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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总  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星空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3,433.77          1,500.00                                       4,933.77          非经营性往来

常州工利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2,029.68          2,100.00                                       4,129.68          非经营性往来

常州雷利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2,100.00          1,875.00                       900.00            3,075.00          非经营性往来

常州市诚利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2,303.57          402.82                         2,303.57          402.82            非经营性往来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股利                 1,071.36                       1,071.36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穗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70.00           161.15        350.00            5,281.15          非经营性往来

太仓市凯斯汀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00.00           26.66                         3,126.66          非经营性往来

东莞市蓝思精密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                                         500.00            非经营性往来

乐士雷利贸易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47.54             1.13          648.67                            非经营性往来

乐士雷利贸易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0,554.33         57,218.60                      66,861.29         30,911.64         经营性往来

常州雷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58.44            22,449.00                      20,776.47         2,030.97          经营性往来

安徽雷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6.01             2,094.75                       1,634.54          486.22            经营性往来

美国雷利电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62.23                         0.93              261.30            经营性往来

常州工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91.33                                                         191.33            经营性往来

常州雷利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57.57            1,268.29                       1,553.38          172.48            经营性往来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经营性往

来、 非经营性往来 ）

2021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

（不含利息）

2021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
（如有）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2021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1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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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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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21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

（不含利息）

2021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
（如有）

2021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1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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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诚利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6.85                                                         146.85            经营性往来

常州工利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7.28             9.90                           22.20             24.98             经营性往来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8.80              59.85                          44.76             23.89             经营性往来

江苏雷利艾德思电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2.72                          41.49             11.23             经营性往来

浙江睿驰同利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35                          10.35                             经营性往来

无锡雷利电子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79                           9.79                              经营性往来

杭州雷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79                           9.79                              经营性往来

广东中山工利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99                           1.99                              经营性往来

柳州雷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90                           4.90                              经营性往来

常州墨新机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0.87                           0.87                              经营性往来

东莞市蓝航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100.00            1,107.11                       246.17            960.94            经营性往来

常州市诚利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634.12            17.87                          26.41             625.58            经营性往来

常州工利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314.39                                         58.21             256.18            经营性往来

常州中安雷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建国实际控制并担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的公司

应收账款                 21.45                          16.95             4.50              经营性往来

常州市湖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苏建国之亲属控
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0.01                                           0.01              0.00 经营性往来

常州鑫和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苏建国之亲属控
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0.43              1.47                           1.90              0.00 经营性往来

总  计 52,696.58         101,267.65         188.94        96,596.00         57,557.17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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