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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江南传媒、公司 指 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管理层 指 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统称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

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本季度、本报告期 指 2018年第一季度 

扬州报业集团 指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本年报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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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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康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建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

建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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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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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Jiangsu Jiangnan Daye Media Co.,Ltd. 

挂牌时间 2016 年 5 月 16 日 

证券简称 江南传媒 

证券代码 837217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法定代表人 张康松 

董事会秘书 朱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00703898611Q 

注册资本 50,000,000 

注册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中路新闻大楼 

联系电话 0514-82931235 

办公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中路新闻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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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39,811.72 173,720,307.84 -9.3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401,994.72 109,553,824.17 -20.2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6.80% 39.0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3.71% 36.02%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24,990,142.37 16,375,290.33 52.6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3,778.77 709,149.13 960.9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38,523.17 709,149.13 96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2,044.99 5,509,612.03 41.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1 960.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1 96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4% 0.62%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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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681.37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4,681.37 

所得税影响数 104.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84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4,7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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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80,833 66.56% 0 33,280,833 66.5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8,333,333  36.67% 0 18,333,333  36.67% 

董事、监事、高管 2,506,500 5.01% 0 2,506,500 5.01%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719,167 33.44% 0  16,719,167 33.4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166,667 18.33% 0 9,166,667 18.33% 

董事、监事、高管 7,552,500 15.11% 0 7,552,500 15.11%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50,000,000 100% 0 50,000,000 1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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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报业

传媒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27,500,000       - 27,500,000 55.00% 9,166,667 18,333,333 

2 戴建国 10,059,000 - 10,059,000 20.12% 7,552,500 2,506,500 

3 王燕  5,000,000  - 5,000,000 10.00%        - 5,000,000 

4 姜群 5,000,000 - 5,000,000 10.00%        - 5,000,000 

5 刘丽 2,441,000 - 2,441,000 4.88%         - 2,441,000 

合计 50,000,000 0 50,000,000 100.00% 16,719,167  33,280,833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戴建国与刘丽为夫妻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姜群与王燕为夫妻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股东间无关联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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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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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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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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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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否 - - - 

股权激励事项 否 - - - 

承诺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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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事项类型 预计金额 发生金额 

1．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 - - 

2．销售产品、商品、提供或者接受劳务委托，委托或者受

托销售 
- - 

3．投资（含共同投资、委托理财、委托贷款） - - 

4．财务资助（挂牌公司接受的） - - 

5．公司章程中约定适用于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型 - - 

6．其他 49,468,800.00 2,012,683.85 

总计 49,468,800.00 2,012,683.85 

注：2018 年 2 月 1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8 年 3 月 5 日公司 2017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为 49,468,800.00 元，其中：（1）与关联方扬州日报社发生的纸媒代理费预计金

额为 25,000,000.00 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上述纸媒代理费合计发生金额为 1,162,452.66

元；（2）与关联方扬州日报社发生的房屋租赁预计金额为 868,800.00 元,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上述房屋租赁费合计发生金额为 217,054.69 元；（3）与关联方扬州日报社发生的新媒

体代理费预计金额为 6,000,000.00 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上述新媒体代理费合计发生金

额为 160,000.00 元；（4）与关联方扬州日报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印刷服务费预计金额为

3,000,000.00 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上述印刷服务费合计发生金额为 473,176.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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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公司发展的重要位置，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

到发展实践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增加地方税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措施来支持地区经济发

展和社会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股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情况 

股利分配日期 
每 10 股派现数 

（含税） 
每 10 股送股数 每 10 股转增数 

2018 年 3 月 16 日 6 - - 

合计 6 - -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预案 

项目 每 10 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 股送股数 每 10 股转增数 

利润分配预案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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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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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73,420.13     105,923,5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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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37,250,704.43                30,785,659.45  

预付款项         18,857,544.42                  21,859,121.9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632,630.14                   632,630.14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488,191.40                   2,630,429.7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179,021.66          1,196,967.9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50,000.00 7,671.79 

流动资产合计 145,131,512.18 163,036,016.2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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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1,195.24 10,219,453.34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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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3,532.76 15,562.6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9,960.1 21,072.4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93,611.44 28,203.0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308,299.54 10,684,291.58 

资产总计 157,439,811.72 173,720,3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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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9,424.87 16,406,196.42 

预收款项 33,673,898.13 29,119,118.8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73,590.53 973,495.74 

应交税费 11,340,929.38 12,330,375.36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691,658.78 3,750,1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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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09,501.69 62,579,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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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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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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09,501.69 62,579,311.1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50,000,000.00 5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9,773,751.34 19,449,359.5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085,515.81 8,085,515.8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542,727.57 32,018,948.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87,401,994.72 109,553,824.17 

少数股东权益 1,228,315.31 1,587,172.57 

所有者权益合计 88,630,310.03 111,140,996.7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57,439,811.72 173,720,307.84 

 法定代表人：    张康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姚建峰   会计机构负责人：   姚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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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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45,554.99 101,885,3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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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35,732,050.53 29,155,467.98 

预付款项 18,516,811.05 21,686,829.09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632,630.14 632,630.14 

其他应收款 3,155,435.30 2,350,488.54 

存货 1,166,967.96 1,166,9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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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49,449.97 156,877,766.85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 4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1,642,727.00 11,642,727.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9,489,335.00 10,123,787.97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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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2.76 15,562.6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66,852.0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812,446.84 22,182,077.65 

资产总计 163,861,896.81 179,059,8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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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7,409.17 15,966,203.11 

预收款项 32,476,717.60 28,153,619.44 

应付职工薪酬 48,151.53 836,988.39 

应交税费 11,184,946.95 11,795,754.7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4,153,623.32 13,187,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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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80,848.57 69,940,1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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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80,848.57 69,940,166.8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0,000,000.00 5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264,519.47 18,264,519.4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085,515.81 8,085,515.8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0,831,012.96 32,769,642.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87,181,048.24 109,119,677.6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63,861,896.81 179,059,844.50 

 法定代表人：    张康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姚建峰   会计机构负责人：   姚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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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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90,142.37 16,375,290.33 

其中：营业收入 24,990,142.37 16,375,290.3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0,336,729.32 16,281,011.08 

其中：营业成本 13,829,362.25 11,108,9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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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821.37 396,345.89 

销售费用 2,015,574.55 3,237,880.02 

管理费用 1,750,936.98 1,610,532.55 

财务费用 -140,058.83 -252,379.80 

资产减值损失 2,407,093.00 179,6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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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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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3,413.05 94,279.25 

加：营业外收入 419.48  

减：营业外支出 15,100.8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638,731.68 94,279.25 

减：所得税费用 -2,214,519.31 16,676.4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853,250.99 77,6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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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3,250.99 77,602.83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670,527.78 -631,546.30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23,778.77 709,149.1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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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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3,250.99 77,602.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523,778.77 709,149.1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670,527.78 -631,546.3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5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5 0.01 

 法定代表人：    张康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姚建峰   会计机构负责人：   姚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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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91,606.45 15,635,058.56 

减：营业成本 11,061,019.65 9,547,676.62 

税金及附加 442,634.66 391,192.23 

销售费用 1,645,933.09 3,165,239.00 

管理费用 1,361,183.7 1,577,473.81 

财务费用 -141,251.89 -249,783.81 

资产减值损失 2,412,867.88 130,2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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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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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9,219.36 1,072,990.40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4,700.85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794,518.51 1,072,990.40 

减：所得税费用 -2,266,8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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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8,061,370.59 1,072,990.40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8,061,370.59 1,072,9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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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1,370.59 1,072,990.40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6 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6 0.02 

 法定代表人：    张康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姚建峰   会计机构负责人：   姚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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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40,412.00 24,630,0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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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482.99 435,377.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973,894.99 25,065,417.4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422,745.76 12,680,9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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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4,271.72 3,152,809.82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02,435.45 311,514.5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62,397.07 3,410,526.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171,850.00 19,555,80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2,044.99 5,509,6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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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00 383,283.76 

投资支付的现金 8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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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160.00 383,283.7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2,160.00 -383,283.7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47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4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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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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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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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00,000.00 1,4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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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0,115.01 6,596,328.2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5,923,535.14 100,612,017.5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2,873,420.13 107,208,345.80 

 法定代表人：    张康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姚建峰   会计机构负责人：   姚建峰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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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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8,526.50 21,930,621.2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31,323.43 432,469.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079,849.93 22,363,090.2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901,314.15 11,949,506.3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143,905.16 2,449,081.1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13,870.65 292,996.0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60,588.12 2,761,198.0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119,678.08 17,452,78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60,171.85 4,910,3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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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1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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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175.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1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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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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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9,828.15 4,628,133.6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1,885,383.14 98,067,758.1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0,845,554.99 102,695,891.79 

 法定代表人：    张康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姚建峰   会计机构负责人：   姚建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