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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季度大事记 

 

2018 年 2 月  入选江苏省全过程工程咨询试点企业 

2018 年 2 月  获得房屋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2018 年 2 月  获得市政（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行业甲级、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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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龙腾设计、公司、本公司 指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龙运腾信 指 南京龙运腾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主办券商、国联证券 指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控股股东 指 

《公司法》附则定义的控股股东，具体是指出资额占

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持有的股 

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

以及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

十，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

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 指 

《公司法》附则定义的实际控制人,具体指虽不是 公

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

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总建筑师和总经理助理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挂牌转让 指 公司股票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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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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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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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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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公告编号：2018-022 

- 6 -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JIANGSU LONG-LEAPING ENGINEERING DESIGN CO.,LTD 

挂牌时间 2017 年 2 月 22 日 

证券简称 龙腾设计 

证券代码 870938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潘龙 

董事会秘书 黄峥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789066102A 

注册资本 22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神舟路 37号创智产业园 

联系电话 025-84869728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高新园区永丰大道 36号 6栋 7楼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3,184,246.76 97,423,169.53 -4.3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095,415.67 64,713,221.66 3.6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8.00% 33.58%  

资产负债率%（合并） 28.00% 33.5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20,422,826.41 15,100,048.01 35.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2,194.01 1,599,572.59 48.9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68,653.16 929，572.59 15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9,552.73 -2,718,110.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1%  4.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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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5,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069.5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5,930.41 

所得税影响数 2,389.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3,540.85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0 0% 0 0 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2,000,000 100% 0 22,000,000 1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800,000 71.82% 0 15,800,000 71.82% 

      董事、监事、高管 1,630,000 7.41% 0 1,630,000 7.41% 

      核心员工 150,000 0.68% 0 150,000 0.68% 

     总股本 22,000,000 - 0 22,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潘龙 13,800,000 0 13,800,000 62.73% 13,800,000 0 

2 南京龙运

腾信企业

管理中心

( 有 限 合

伙) 

3,000,000 0 3,000,000 13.64% 3,000,000 0 

3 宗媛 2,000,000 0 2,000,000 9.09% 2,000,000 0 

4 朱敏秀 1,420,000 0 1,420,000 6.45% 1,420,000 0 

5 潘琴 1,200,000 0 1,200,000 5.45% 1,200,000 0 

6 安瑜 150,000 0 150,000 0.68% 1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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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祖白玉 100,000 0 100,000 0.45% 100,000 0 

8 许海 100,000 0 100,000 0.45% 100,000 0 

9 史幸群 100,000 0 100,000 0.45% 100,000 0 

10 谭晓莲 80,000 0 80,000 0.36% 80,000 0 

合计 21,950,000 0 21,950,000 99.75% 21,950,000 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潘龙直接持有公司 62.73%股权，通过龙运腾信间接持有公司 4.24%股权，通过直接或

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 66.97%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股东宗媛直接持有公司 9.09%股权，潘龙和宗媛

系夫妻关系，二者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 76.06%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 是 是 是 20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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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2018-002 

股权激励事项 是 是 是 2018-013 

承诺事项 是 是 是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1、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合并事项 

2018 年 1 月 1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国家级江北新区设立全资子

公司数字建造技术研究院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并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完成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龙腾数字建造技术研究院的工商注册，注册地为南京市江北新区，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2、 股权激励事项 

2018年 3月 7日，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议案》。

本次股权激励对象获得激励股权的方式为通过龙运腾信对公司间接持股，股权激励股票来源于实际控制

人潘龙先生在持股平台中享有的 59.4万元出资额（即 28万份财产份额，对应公司股票 28万股），激励

对象通过持有持股平台财产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票。详见公司于 2018年 2月 12日在股转公司官网披露

的《股权激励方案》（公告号 2018-013） 

3、承诺事项 

公司在申请挂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具了《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股东

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均严格履行了已披露的承诺，未有任何违背承诺的事项。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切实维护员工利益；公司

经营良好，信息披露及时，保障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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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审计意见 -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 

审计报告编号 - 

审计机构名称 - 

审计机构地址 - 

审计报告日期 - 

注册会计师姓名 -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 

审计报告正文： 

 

 

（二） 财务报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730,501.73 10,032,6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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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0.00 808,726.58 

应收账款 61,468,752.39 70,911,955.14 

预付款项 298,505.40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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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129.31 1,708,375.8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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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9,381,888.83 83,497,6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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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4,427.99 8,798,305.28 

在建工程 744,557.34 496,3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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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520.08 699,629.1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817,957.80 3,021,299.72 

递延所得税资产 909,894.72 909,894.7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802,357.93 13,925,500.47 

资产总计 93,184,246.76 97,423,1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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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2,308.46 4,325,350.90 

预收款项 12,674,122.96 8,923,814.0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4,179,054.97 16,986,596.56 

应交税费 4,794,627.70 1,797,818.48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8,717.00 676,3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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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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6,088,831.09 32,709,9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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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26,088,831.09 32,709,947.8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2,000,000.00 22,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2,045,365.64 22,045,365.6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66,785.60 2,066,785.6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0,983,264.43 18,601,070.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7,095,415.67 64,713,221.6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095,415.67 64,713,221.6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3,184,246.76 97,423,169.53 

 法定代表人：___潘龙__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祖白玉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祖白玉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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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730,501.73 10,032,6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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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0.00 808,726.58 

应收账款 61,468,752.39 70,911,955.14 

预付款项 298,505.40 36,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134,129.31 1,708,375.85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9,381,888.83 83,497,6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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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714,427.99 8,798,305.28 

在建工程 744,557.34 496,3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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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520.08 699,629.1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817,957.80 3,021,299.72 

递延所得税资产 909,894.72 909,894.7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802,357.93 13,925,500.47 

资产总计 93,184,246.76 97,423,1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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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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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412,308.46 4,325,350.90 

预收款项 12,674,122.96 8,923,814.04 

应付职工薪酬 4,179,054.97 16,986,596.56 

应交税费 4,794,627.70 1,797,818.48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8,717.00 676,367.89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6,088,831.09 32,709,9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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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26,088,831.09 32,709,947.8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2,000,000.00 22,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2,045,365.64 22,045,365.6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66,785.60 2,066,785.6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0,983,264.43 18,601,070.42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095,415.67 64,713,221.6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93,184,246.76 97,423,1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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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20,422,826.41 15,100,048.01  

其中：营业收入 20,422,826.41 15,100,048.0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7,636,175.63 13,891,417.08 

其中：营业成本 13,122,141.94 8,968,7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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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金及附加 166,078.25 107,200.01  

销售费用 688,625.83 431,426.69  

管理费用 4,105,729.97 4,400,329.99  

财务费用 -21,394.97 -16,316.75 

资产减值损失 -425,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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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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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86,650.78 1,211,850.11  

加：营业外收入 25,000.00 67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9,069.5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802,581.19 1,881,850.11  

减：所得税费用 420,387.18 282,277.5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82,194.01 1,599,572.59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2,382,194.01 1,599,572.59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82,194.01 1,599,5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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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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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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2,194.01 1,599,572.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382,194.01 1,599,5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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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1 0.08 

 法定代表人：____潘龙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祖白玉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祖白玉____ 

 

4.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20,422,826.41 15,100,048.01 

减：营业成本 13,122,141.94 8,968,777.14 

税金及附加 166,078.25 107,200.01  

销售费用 688,625.83 431,426.69  

管理费用 4,105,729.97 4,400,329.99  

财务费用 -21,394.97 -16,316.75 

资产减值损失 -425,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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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9.1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86,650.78 1,211,850.11 

加：营业外收入 25,000.00 67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9,069.5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802,581.19 1,881,850.11  

减：所得税费用 420,387.18 282,27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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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82,194.01 1,599,572.59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2,382,194.01 1,599,572.59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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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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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2,194.01 1,599,572.59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5.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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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51,773.07 21,729,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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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627.01 5,745,272.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7,030,400.08 27,474,374.0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477,6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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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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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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057.67 13,285,686.9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27,825.45 2,848,691.4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864,964.23 9,580,457.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010,847.35 30,192,484.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9,552.73 -2,718,110.2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3,194.39 3,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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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94.39 1,003,219.1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9,221.88 219,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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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635.00 6,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4,856.88 6,219,908.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662.49 -5,216,688.9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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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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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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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697,890.24  6,065,200.7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032,611.49 9,892,750.8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730,501.73  15,957,951.59  

法定代表人：__潘龙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祖白玉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祖白玉_____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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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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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51,773.07 21,729,101.3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78,627.01 5,745,272.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7,030,400.08 27,474,374.0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477,648.7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18,057.67 13,285,686.9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27,825.45 2,848,691.4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864,964.23 9,580,457.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010,847.35 30,192,484.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9,552.73 -2,718,110.2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3,194.39 3,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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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94.39 1,003,219.1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9,221.88 219,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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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635.00 6,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4,856.88 6,219,908.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662.49 -5,216,688.9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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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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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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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697,890.24  6,065,200.7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032,611.49 9,892,750.8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730,501.73  15,957,95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