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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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期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19年度往来累
计发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19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19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19年期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65,660             56,372               9,288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西亚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8,121               5,279                 2,842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日本）株式会社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5,175               3,266                 1,909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东南亚）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338                  1,507                 1,845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日照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1,200                 1,200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南美）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1,029               146                    1,175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韩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5,738               5,002                 736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120                  581                    701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澳洲）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537                    537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非洲）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15,755             15,232               523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集运（卡拉奇）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601                  101                    500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487                    487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英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228                    228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北美）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629                  484                    145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广州）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136                    136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COSCO SHIPPING LINES LANKA （PVT） LIMITED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136                    136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120                    120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55                      55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远星船务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3,705               3,705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CROSS OCEAN B.V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247                  247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国海运（越南）代理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165                  165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939               10,939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石化中海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9,024                 9,024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45,610             38,614               6,996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远海运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61               1,361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小计 - - - 270,278           81,319               -                          135,451             216,146            - -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小计 - - - -                   -                     -                          -                     -                    - -

关联自然人

小计 - - - -                   -                     -                          -                     -                    -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应收账款 165,589           26,565               192,154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中国液化天然气运输（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32                    132                   正常经营 经营性资金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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