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2017-011 
 

证券代码：839210         证券简称：天威新材       主办券商：东莞证券 

 

                                                                                               

 

 

 

 

 

 

 

 

 

 

 

 

 

 

 

 

 

 

 

天威新材 

NEEQ : 839210 

 

 

公  司  全  称  （ 中  英  文 ） 

 

 一季度报告 

2017 

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Zhuhai Print-Rite New Materials Corporation Limited 



  公告编号：2017-011 

 

公 司 第 一 季 度 大 事 记 

 

1、 2017年 1月，为了更好的促进和规范公司海外业务发展及公司市场引导作用，拓展更广阔

的海外市场，公司正式成立外贸部。 

 

2、 2017年 3月，在虹桥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上海广印展上公司展示了多种类型的数码喷印功

能墨水以及最新的数码打印方案，获得了新老客户好评。 

 

 

3、 2017年 3月，公司新建三号厂房通过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加快了公司扩大产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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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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审计 否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的理由（如有） 

- 

（2）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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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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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 

2．报告期内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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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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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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师事务所（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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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rite-n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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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层层次 基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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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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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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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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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客户提供专业的

喷墨打印解决方案及服务，是一家行业领先的喷墨产品和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目前拥有 27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18项），拥有近 20年喷墨技术研究的研发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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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行业模式如下： 

1、新品开发 

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积累了丰富的喷墨墨水的研发经验。公司建立了稳定的、专业的研发团队，

同时与高校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机制。依托于在油墨制造行业多年的经营经验，公司对下游细分行业数码

喷墨墨水的需求特征进行调研，及时开发新品，满足市场需求。 

2、采购流程 

公司采购部制定《采购控制管理程序》，与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供货及

时，质量稳定。 

3、生产流程 

公司生产部制定《生产计划控制流程》，产品生产严格遵循生产流程。公司品保部制定《品质计划

控制程序》，用于设定和控制生产过程检验点；明确关键工序、物料及产品检验状态标识，保质期、贮

存环境、生产环境，确保产品质量和性能稳定。 

4、销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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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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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情况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41,789,509.24 元，较上年年末增长 18,693,078.71 元，

增幅为 15.19%；净资产为 112,211,420.00 元，较上年年末增长 6,691,203.07 元，增幅为 68.28%，主

要原因是净利润增加。1-3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651,158.01元。  

2017年 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915,300.12元，同比增长 13,780,454.39 元，增幅为 50.79%。

其中活性墨水销售额为 631 万，比上年同期增长 46.72%；热转印墨水销售额 1504 万，比上年同期增长

82.70%；UV墨水销售额为 784 万,比上年同期增长 1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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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1,203.07元，增幅为 173.16%。 

2017 年 1-3 月，公司研发支出 2,138,531.89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56,251.48 元，研发费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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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比为 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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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未发生变化，核心人员稳定。 

二、风险及控制 

该部分内容与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情况相比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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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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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15,300.12 27,134,845.73 50.79% 

毛利率% 37.93 33.3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91,203.07 2,449,550.92 173.1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6,144,378.67 2,397,875.34 1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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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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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3.37 - 

基本每股收益 0.36 0.15 130.37% 

二、偿债能力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41,789,509.24     123,096,430.53 15.19% 

负债总计 29,578,089.24 17,576,213.60 68.2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211,420.00 105,520,216.93 6.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97 5.62 6.23% 

资产负债率% 20.97 14.01 - 

流动比率 3.41 4.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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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1,158.01 3,882,986.38 

应收账款周转率 1.31 1.47 

存货周转率 0.99 1.05 

四、成长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总资产增长率% 15.19 -13.57 

营业收入增长率% 50.79 12.03 

净利润增长率% 173.16 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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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本情况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普通股总股本（股）        18,788,621.00  

 

         18,788,6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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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3月，上年同期指 2016年 1-3月，本期期末指 2017 年 3

月 31 日，本期期初指 2017 年 1月 1日。 

  

项目 本期（元） 上年同期 (元) 

政府补助 640,349.00 74,824.55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0 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73.82 -14,029.7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643,322.82 60,794.80 

所得税影响数 96,498.42 9,119.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546,824.40 51,6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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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审计情况 

（一）、是否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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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31 日，期初指 2017 年 1 月

1 日，本期指 2017 年 1-3 月，上期指 2016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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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80,070.51    29,545,9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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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2,217.87              670,000.00  

应收账款             30,359,694.26           29,870,626.87  

预付款项              4,348,858.14          1,718,3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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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185.38             524,177.8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9,724,334.04           21,609,9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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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合计            100,975,360.20            83,939,067.0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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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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64,231.97            23,311,910.35  

在建工程             10,353,781.99            9,795,5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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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3,834.00             3,929,549.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928,937.09             1,047,026.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73,363.99             1,073,363.99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814,149.04             39,157,363.50  

资产总计            141,789,509.24           123,096,4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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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23,148.90             8,417,616.70  

预收款项              1,163,548.87               551,151.2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213,933.23              4,676,864.09  

应交税费              2,794,767.45              1,769,442.36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65,355.39             1,243,803.76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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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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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917,335.40                917,335.40  

流动负债合计             29,578,089.24            17,576,2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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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78,089.24            17,576,213.6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8,788,621.00             18,788,62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0,377,090.05           70,377,090.0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96,828.22             2,096,828.2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0,948,880.73            14,257,677.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2,211,420.00            105,520,216.93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2,211,420.00            105,520,216.9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41,789,509.24            123,096,4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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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5,134,361.22          21,936,6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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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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000.00    

应收账款         31,865,858.11          29,773,138.41  

预付款项          4,327,389.36           1,696,363.52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3,861,281.57           3,861,281.57  

其他应收款            887,223.38             518,979.34  

存货         27,100,841.65          20,281,964.31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25,134,361.22          21,936,660.9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4,396,955.29       78,068,3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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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9,305.40          21,982,135.40  

在建工程         10,353,781.99           9,795,5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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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3,834.00           3,929,549.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914,904.29           1,031,240.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954,642.60             954,642.6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1,713,473.92       50,010,087.10  

资产总计     146,110,429.21      128,078,4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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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         23,061,375.90           9,827,651.30  

预收款项            275,845.87             358,658.29  

应付职工薪酬          2,964,073.32           4,360,876.28  



  公告编号：2017-011 

 

应交税费          2,264,078.26           1,242,447.8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59,064.49           1,237,5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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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41,773.24       17,944,4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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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41,773.24       17,944,481.9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8,788,621.00       18,788,62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0,377,090.05          70,377,090.0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96,828.22           2,096,828.22  

未分配利润         24,206,116.70          18,871,453.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468,655.97      110,133,993.2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46,110,429.21      128,078,4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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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40,915,300.12          27,134,845.73  

其中：营业收入         40,915,300.12          27,134,8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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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3,535,571.43          24,216,682.03  

其中：营业成本         25,397,610.78          18,077,2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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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49.40             193,714.62  

销售费用          3,098,812.76           1,768,205.79  

管理费用          4,602,152.52           4,202,041.99  

财务费用             38,045.97  -24,515.74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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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9,728.69        2,918,163.70  

加：营业外收入            710,096.55             137,966.9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5,030.99              48,329.8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48,329.8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084,794.25        3,007,800.81  

减：所得税费用          1,393,591.18             558,249.8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691,203.07        2,449,5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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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1,203.07           2,449,5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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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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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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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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1,203.07           2,449,5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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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                  0.1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36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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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99,290.71       22,838,215.61  

减：营业成本      26,938,382.16       15,886,731.71  

营业税金及附加         380,912.79          107,561.48  

销售费用       2,500,919.16        1,559,293.61  

管理费用       3,965,479.61        3,502,375.63  

财务费用          42,588.70  -21,966.57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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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1,008.29     1,804,219.75  

加：营业外收入         710,096.55          137,966.9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5,030.99            5,183.5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276,073.85     1,937,003.17  

减：所得税费用         941,411.08          290,550.4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334,662.77     1,646,4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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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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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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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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4,662.77        1,646,452.69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8               0.1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8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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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78,645.44 29,993,1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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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92,591.89 220,152.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971,237.33     30,213,283.7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4,044,570.59 15,725,5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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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923,243.72 5,524,378.35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70,696.71 2,522,396.7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781,568.30 2,557,980.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320,079.32     26,330,29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51,158.01        3,882,9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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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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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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067,312.51 1,514,8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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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312.51       1,514,855.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7,312.51 -1,514,855.7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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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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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9,685.91 29,093.8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534,159.59 -14,942,681.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545,910.92 32,779,116.2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080,070.51 17,836,4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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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1,150,435.06      25,536,243.28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92,591.89         220,152.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043,026.95       25,756,396.1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203,045.59 13,578,295.6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344,178.06 4,852,88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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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各项税费  2,782,471.97 1,691,840.0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98,632.61 2,557,980.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728,328.23       22,681,00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14,698.72        3,075,3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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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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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067,312.51 1,514,8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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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312.51        1,514,855.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7,312.51  -1,514,855.7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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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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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39,905.9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9,685.91 29,093.8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97,700.30 -15,750,274.6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936,660.92 28,475,028.5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134,361.22 12,724,7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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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2017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