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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三 季 度 大 事 记 
 

 

1、2016 年 7 月 15 日，为扩大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公司资信度及竞争力，

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前，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898,621 元，公

司股份总额为 15,898,621 股。增资扩股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8,788,621 元，

股份总额增至 18,788,621 股； 

 

2、2016年 9月 22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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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提示 

【声明】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本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备查文件 

1、报告期内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过的所

有公司文件正本及公告原稿。 

2、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 

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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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概览 

一、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Zhuhai Print-Rite New Materials Corporation Limited 

证券简称 天威新材 

证券代码 839210 

法定代表人 贺良梅 

注册地址 珠海保税区第 47号区域天然宝杰 1号厂房 

办公地址 珠海保税区第 47号区域天然宝杰 1号厂房 

主办券商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联系人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朱崇友 

电话 0756-8687768-888 

传真 0756-8687769 

电子邮箱 chongyouz@apollojet.com.cn 

公司网址 www.printrite-nm.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广东省珠海保税区宝汇路 5号，邮编 519030 

三、运营概况                                                   

股票公开转让场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时间 2016 年 9 月 22 日 

行业（证监会规定的行业大类）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2012年修订）》。“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C264）”【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主要产品与服务项目 
数码喷印墨水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协议转让 

普通股总股本（股） 18,788,621 

控股股东 捷时国际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贺良梅 

是否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是 

公司拥有的专利数量 27 

公司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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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会计数据和关键指标 

一、盈利能力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9,443,711.52      89,081,883.45  22.86% 

毛利率% 34.58  31.32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29,010.19     11,089,419.67  32.8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2,146,791.84 

     

 8,699,069.87  

 

3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计算） 

 

17.49 
14.6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4.42 
11.45 

- 

基本每股收益 0.784 0.703 11.45% 

二、偿债能力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19,770,028.36     103,205,657.46  16.05% 

负债总计        20,800,774.51        33,735,499.64  -38.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969,253.85        69,470,157.82  42.4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268 4.407 19.54% 

资产负债率% 17.37 32.69 - 

流动比率% 4.01 2.10 - 

三、营运情况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0,389.10      9,722,100.06  

应收账款周转率 4.72 4.14 

存货周转率 3.67 4.19 

四、成长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总资产增长率% 16.05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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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增长率% 22.86 -0.12 

净利润增长率% 32.82 -14.44 

 

（五）股本情况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普通股总股本（股）        18,788,621.00  

 

        15,765,340.00  

 计入权益的优先股数量（股） - - 

计入负债的优先股数量（股） - - 

带有转股条款的债券（股） - - 

期权数量（股） - - 

 

（六）非经常性损益 

                                                                    

 

 

 

 

备注：本期指 2016 年 1-9 月，上年同期指 2015 年 1-9 月，本期期末指 2016 年 9 月

30 日，本期期初指 2016 年 1 月 1 日。 

 

 

 

 

 

 

 

 

项目 本期（元） 上年同期 (元) 

政府补助 2,649,869.20 

 

2,455,305.00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67,650.85 

 

-64,955.2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582,218.35  

 

 

2,390,349.80  

 

 

所得税影响数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582,218.35  

 

2,390,3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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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商业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和生产适应数码喷墨技术的功能性环保型喷墨墨水，是一家行业领先的喷

墨产品和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产品属中高端广告影像、数码印花、工业数码印制等新兴发展的

细分领域，公司通过整合优化喷墨技术系统方案，发掘并满足客户对墨水、打印方案等综合性需求，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公司目前拥有27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8项）、3项注册商标，拥有实力雄厚的喷墨技术研究开

发团队、完善的销售渠道，为中高端广告影像领域、数码印花领域、工业印刷领域、数码装饰装潢领

域等客户提供相配套的数码喷印功能墨水、配套方案及售后服务。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销售渠道。公司营销中心下设国内北区、南区销售部主要负责产品国内销

售工作，大客户销售部主要负责国外客户及重要客户的销售工作。在市场营销方面，公司采取线上推

广与线下推广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线上推广主要包括网络搜索引擎/行业网站/专业论坛/自媒体宣传，

加大品牌网络影响力；线下推广主要包括宣传品/参加展会/经销商活动/行业杂志广告投放等。同时

还以OEM形式和数码印刷设备厂商、喷墨技术应用厂商进行配套合作。 

公司主要按订单生产，其收入主要来源为各类数码喷印墨水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未发生重大变。 
 

二、经营情况 

截至 2016 年 9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119,770,028.36 元，较上年年末增长 16,564,370.90元，

增幅为 16.05%；净资产为 98,969,253.85 元，较上年年末增长 29,499,096.03 元，增幅为 42.46%，主

要原因是净利润增加和增资扩股。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590,389.10元。  

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443,711.52元，同比增长20,361,828.07元，增幅为22.86%。其中，

纺织类的墨水同比增长6,591,460.54元，增幅为13.31%；特殊多应用墨水同比增长6,549,728.49元，增

幅为47.87%。 

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纺织数码印花墨水市场已经进入良好的发展上升势头，特种应用

数码打印墨水及应用方案也开始初具市场规模。随着喷墨技术的不断发展，公司除了在广告影像市场应

用外，还不断向纺织数码印花等新兴领域拓展，公司在保持优势市场领域外，还同步与行业重要设备厂

商及终端客户合作共同开发新项目产品，这些措施都将推动公司营业收入的进一步提升，使公司稳居喷

墨行业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采取有效市场推广措施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加大管控费用支出等措施，净利

润14,729,010.19元，增幅为32.82%。 

1-9月，公司研发支出 6,346,918.6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434,707.65 元，研发费占产品销售收

入比为 5.8%。公司研发方向主要针对公司上下游产品进行研发，针对不同的行业特性，分成多个产品项

目小组，目前研发团队人员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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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未发生变化，核心人员稳定。 

 

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审计情况 

（一）、是否审计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审计 否 

二、财务报表 

本财务报表（含公司财务报表）的期末截止到 2016 年 9 月 30 日，期初指 2016 年 1 月

1 日，本期指 2016 年 1-9 月，上期指 2015 年 1-9 月。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7,504,141.99 32,779,116.2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810,000.00 407,717.50 

应收账款  28,536,224.96 17,794,536.24 

预付款项  2,839,905.92 1,709,834.2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903,310.95 699,683.0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1,867,841.46 17,178,841.88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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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294,937.29 

流动资产合计         83,461,425.28          70,864,666.4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3,075,632.87          22,987,426.10  

在建工程          7,736,327.32           3,570,254.0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3,794,750.00           3,859,178.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982,527.57 1,097,823.68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9,365.32             826,309.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6,308,603.08          32,340,990.97  

资产总计        119,770,028.36         103,205,657.4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3,049,499.93           8,853,095.54  

预收款项            749,531.57             334,936.5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247,850.25           3,437,822.49  

应交税费          1,752,428.57           1,181,233.1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17,339,905.96  

其他应付款          1,084,128.79           1,671,170.50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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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917,335.40             917,335.40  

流动负债合计         20,800,774.51          33,735,499.6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0 0 

负债合计         20,800,774.51          33,735,499.6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8,788,621.00          15,765,34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1,536,719.00  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815,134.76           7,815,134.7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0,828,779.09          45,889,683.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8,969,253.85          69,470,157.82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98,969,253.85          69,470,157.8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9,770,028.36         103,205,657.46  

法定代表人：贺良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崇友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国忠 

 

（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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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424,367.24  28,475,028.5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520,000.00   

应收账款         28,334,590.48  16,665,126.44 

预付款项          2,834,537.14  1,707,217.7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78,678.95  689,272.79 

存货         20,949,503.79  16,679,950.39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94,937.29 

流动资产合计         73,941,677.60  64,511,533.1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317,005.64 12,317,005.6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1,697,038.86  21,246,503.86 

在建工程          7,736,327.32  3,570,254.0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3,794,750.00  3,859,178.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964,988.97  1,053,534.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9,365.32  719,365.3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7,229,476.11  42,765,841.80 

资产总计        121,171,153.71  107,277,374.9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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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13,649,309.73  9,288,252.16 

预收款项            364,768.57  298,533.58 

应付职工薪酬          3,247,850.25  3,187,962.58 

应交税费          1,469,661.02  684,835.9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17,339,905.96 

其他应付款          1,073,635.89  1,592,879.60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917,335.40 917,335.40 

流动负债合计      20,722,560.86  33,309,705.1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0 0 

负债合计  20,722,560.86 33,309,705.1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8,788,621.00  15,765,34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1,536,719.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815,134.76  7,815,134.76 

未分配利润         62,308,118.09  50,387,195.0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448,592.85  73,967,669.8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171,153.71  107,277,374.98 

法定代表人：贺良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崇友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国忠 

 

（三）合并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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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109,443,711.52          89,081,883.4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94,356,950.54 78,154,735.00 

其中：营业成本         71,601,486.14          61,176,988.15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564,600.34             546,068.72  

销售费用          7,208,997.53           2,719,274.23  

管理费用         14,747,284.94          13,735,253.06  

财务费用  -127,254.31  -317,989.59  

资产减值损失            361,835.90             295,140.43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086,760.98          10,927,148.45  

加：营业外收入          2,785,325.01           2,620,035.6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103,354.42              72,981.6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67,650.85              64,955.2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7,768,731.57          13,474,202.51  

减：所得税费用          3,039,721.38           2,384,782.8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4,729,010.19          11,089,419.67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729,010.19          11,089,419.67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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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4,729,010.19          11,089,419.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784 0.7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784 0.703 

 法定代表人：贺良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崇友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国忠 
 

（四）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00,256,429.14       75,615,541.75  

减：营业成本      69,596,861.22       53,550,010.68  

营业税金及附加         494,835.18          483,905.23  

销售费用       5,988,072.37        2,312,712.65  

管理费用      12,637,469.98       11,926,585.68  

财务费用  -119,001.18 - 219,881.53  

资产减值损失         361,835.90          265,975.33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296,355.67        7,296,233.71  

加：营业外收入       2,783,284.27        2,614,425.8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55,024.57           72,981.6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9,321.00           64,955.2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4,024,615.37        9,837,677.97  

减：所得税费用       2,103,692.31        1,475,651.7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920,923.06        8,362,026.27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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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

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1,920,923.06        8,362,026.2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634 0.53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634  

 法定代表人：贺良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崇友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国忠 

 

（五）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1,676,654.23 101,262,010.16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611,631.77 331,477.8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29,354.48 9,730,637.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5,617,640.48 111,324,125.3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1,182,225.69 64,549,013.69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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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600,595.95 13,957,555.3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657,860.28 8,574,416.9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586,569.46 14,521,039.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0,027,251.38 101,602,02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0,389.10 9,722,100.0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52,534.92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2,534.9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445,457.90 4,772,963.86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45,457.90 4,772,963.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45,457.90 -4,520,428.9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3,872,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872,000.00 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7,339,905.9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339,905.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7,905.9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8,000.50 103,189.7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274,974.26 5,304,860.8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779,116.25 14,333,598.3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504,141.99 19,638,459.22 

法定代表人：贺良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崇友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国忠 

 

 

（六）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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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1,058,452.19 86,771,328.55 

收到的税费返还  611,631.77 331,477.8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29,354.48 9,730,637.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4,999,438.44 96,833,443.7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9,822,246.91 57,488,973.9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0327,50.59 11,702,892.65 

支付的各项税费  7,766,617.06 6,071,736.0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563,121.8 14,415,944.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3,184,736.36 89,679,54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4,702.08 7,153,896.2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543,830.0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 3,543,830.0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445,457.90 4,496,121.25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45,457.90 4,496,121.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45,457.90 -952,291.1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3,872,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872,000.00 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7,339,905.9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339,905.96 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7,905.96 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8,000.50 103,189.7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050,661.28 6,304,794.8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475,028.52 6,032,236.2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424,367.24 12,337,031.04 

法定代表人：贺良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崇友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国忠 

 

 

 

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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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