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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蓝天集团 指 江苏蓝天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江苏蓝天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蓝天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蓝天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办券商/东海证券 指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江苏蓝天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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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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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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无 

3、 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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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江苏蓝天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Jiangsu Blue Sk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CO.,LTD 

挂牌时间 2016 年 5月 13日 

证券简称 蓝天集团 

证券代码 837443 

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法定代表人 崔渊文 

董事会秘书 侯伟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007222016137 

注册资本 59,318,000 

注册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滤料产业园 18 号 

联系电话 0515--87592222 

办公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滤料产业园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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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203,510.19 229,483,138.57 2.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337,850.99 104,574,104.28 2.6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4.69 54.7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4.36 54.43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8,724,033.05 19,051,409.49 103.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64,093.26 2,512,409.34 10.0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6,132.27 2,512,409.42 -4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6,294.25 -567,312.71 424.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 2.4 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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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金额 

1、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61,6512.51 

2、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76.0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585,836.46 

所得税影响数 237,875.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347,9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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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6,000 24.18% 7,544,500 21,890,500 36.90% 

其中：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7,500,000 12.64% 2,377,500 9,877,500 16.65% 

董事、监事、高管 7,810,000 13.17% 2,612，500 10,422,500.00  17.57% 

核心员工 0 0 3,742,000 3,742,000 6.31%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4,972,000 

75.82% 

 
-7,544,500 37,427,500 63.10% 

其中：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38,010,000 

64.08% 

 
-2,377,500 35,632,500 60.07% 

董事、监事、高管 

40,040,000 69.50% 

-2,772,500.0

0  

 

 

37,267,500.00 
62.83% 

核心员工 4,692,000 7.91% -4,692,000 0 0 

     总股本 59,318,000.00 — - 59,318,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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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渊文 33,500,000 56.48% 33,500,000 56.48% 26,625,000 6,875,000 

2 崔保国 12,010,000 20.25% 12,010,000 20.25% 9,007,500 3,002,500 

3 五矿证券有

限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账

户 

1,535,000 2.59% 1,535,000 2.59% 0 1,535,000 

4 胡珂卉 1,000,000 1.69% 1,000,000 1.69% 0 1,000,000 

5 张金勇 1,000,000 1.69% 1,000,000 1.69% 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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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从安 900,000 1.52% 900,000 1.52% 0 900,000 

7 崔天成 600,000 1.01% 600,000 1.01% 0 600,000 

8 崔月萍 591,000 1.00% 591,000 1.00% 0 591,000 

9 何宝成 516,000 0.87% 516,000 0.87% 0 516,000 

10 高为清 500,000 0.84% 500,000 0.84% 0 500,000 

合计 52,152,000 87.92% 52,152,000  87.92% 35,632,500 16,519,5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自然人崔渊文为自然人崔保国儿子，公司自然人崔月萍为自然人崔保国女儿；崔渊文、崔

月萍为兄妹关系。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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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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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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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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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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今后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作为江苏蓝天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目前从未从事或参与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行为。 

为避免与公司产生新的或潜在的同业竞争，本人承诺如下：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相同业务的

情形； 

2、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内，将不会采取参股、联营、合营、合作或其他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同或实质构成相同的业务；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应赔偿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此遭受

的全部损失，同时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得的利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4、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股人从未从事或参与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行为。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崔渊文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渊文在 2015 年 9 月 30日，有 508,184.60 元暂借款未归还公司。崔渊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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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将 508,184.60 元全部归还公司。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崔渊文针对资金占

用情况作出承诺如下：今后将严格遵守公司制定的关联方交易的相关制度，不再发生关联方占用资

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三、关于关联交易的说明及承诺 

江苏蓝天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杜绝不规范的资金拆借行为，做出如下

承诺： 

1、对于有限公司阶段发生的关联交易，与各关联方之间的资金拆借，发生主要原因是公司经

营资金往来借用，各关联方自愿向公司提供资金帮助；公司已经将所有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款

基本清理完毕。 

2、除本次挂牌披露的与关联方存在关联采购、关联销售和资金往来的情况外，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情形。 

报告期内，除日常性关联交易之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情形。 

3、公司及管理层承诺，今后将尽力减少或避免关联交易的发生，不再向关联企业或其他企业

进行不规范的资金拆借，不再对公司股东、公司管理层、公司员工或其他个人进行非正常经营性的

个人借款。 

公司管理层在报告期内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努力将关联交易降到最低，除了已经披露的关联方，

公司及管理层没有向其他关联企业或者其他企业进行不规范的资金拆借，没有对公司股东、公司管

理层、公司员工或者其他个人进行非正常经营性的个人借款。 

4、公司承诺对于今后确实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根据《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执行相关回避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并依照市场规

则，以市场公允价格进行交易，以维护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合法权利。 

公司在报告期内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执

行相关回避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并依照市场规则，以市场公允价格进行交易，以维护公司和所有

股东的利益。没有发生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合法权利的事情。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签订重要协议或作出重要承诺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合同详细规定了高级管理人员在诚信、尽职

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已签署《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并减少、规范必须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与公司签订重要协议或作出重要承诺。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依法合规经营，积极履行企业公民应尽的义务，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为员工缴纳

社会保险，切实维护员工利益；在致力于生产经营、不断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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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了员工、客户及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公司诚信经营、按时纳税、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立足本职尽到了一个企业对社

会的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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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无 

审计报告编号 无 

审计机构名称 无 

审计机构地址 无 

审计报告日期 无 

注册会计师姓名 无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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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1,762.51 14,646,4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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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0,309.23 17,424,298.00 

应收账款 96,368,359.66 88,612,575.91 

预付款项 18,162,593.06 10,223,1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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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8,849.12 4,661,654.2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8,501,151.32 17,005,095.98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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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160,563,024.90 152,573,254.4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12,162.00 2,612,162.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7,585,429.31 7,585,429.31 

固定资产 51,777,983.26 53,050,6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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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9,031.45 12,088,247.6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793.16 200,793.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5,086.11 1,372,586.11 

非流动资产合计 74,640,485.29 76,909,884.13 

资产总计 235,203,510.19 229,483,138.5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1,000,000.00 6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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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 3,000,000.00 

应付账款 16,368,189.79 15,209,955.13 

预收款项 7,461,705.14 1,041,732.7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781,420.85 1,001,308.70 

应交税费 4,541,529.51 6,108,536.9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173,910.51 11,273,4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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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89,948.93 1,689,948.93 

其他流动负债 11,040,000.00 11,04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18,056,704.73 114,364,8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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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933.11 1,336,0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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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9,021.36 9,209,021.36 

非流动负债合计 9,808,954.47 10,545,116.76 

负债合计 127,865,659.20 124,910,006.8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59,318,000.00 59,318,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253,000.93 18,253,000.9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031,176.00 3,031,176.0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6,735,674.06 23,970,954.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337,850.99 104,573,131.68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337,850.99 104,573,131.6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5,203,510.19 229,483,138.57 

 法定代表人：__崔渊文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孙从安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孙从安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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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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9,511.52 14,643,7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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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0,309.23 17,424,298.00 

应收账款 96,368,359.66 88,612,575.91 

预付款项 18,162,593.06 10,223,141.14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709,037.62 4,391,932.79 

存货 18,501,151.32 17,005,0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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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90,962.41 152,300,757.2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12,162.00 2,612,162.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000,000.00 2,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7,585,429.31 7,585,429.31 

固定资产 51,777,983.26 53,050,6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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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9,031.45 12,008,247.6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793.16 200,793.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5,086.11 1,372,586.11 

非流动资产合计 76,640,485.29 78,909,884.13 

资产总计 236,931,447.70 231,210,641.3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1,000,000.00 6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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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 3,000,000.00 

应付账款 16,368,189.79 15,209,955.13 

预收款项 7,461,705.14 1,041,732.76 

应付职工薪酬 1,781,420.85 1,001,308.70 

应交税费 4,541,529.51 6,108,536.9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2,897,710.51 12,997,207.69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89,948.93 1,689,948.93 

其他流动负债 11,040,000.00 11,04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19,780,504.73 116,088,6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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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933.11 1,336,0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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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9,021.36 9,209,021.36 

非流动负债合计 9,808,954.47 10,545,116.76 

负债合计 129,589,459.20 126,633,806.8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9,318,000.00 59,318,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253,000.93 18,253,000.9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031,176.00 3,031,176.0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6,739,811.57 23,974,657.5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341,988.50 104,576,834.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36,931,447.70 231,210,6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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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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24,003.05 19,051,409.49 

其中：营业收入 38,724,033.05 19,051,409.49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7,057,979.52 16,200,457.88 

其中：营业成本 22,137,173.03 12,009,2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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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759.76 278,125.61 

销售费用 9,886,988.28 1,076,592.65 

管理费用 3,491,858.28 1,787,804.23 

财务费用 1,254,200.17 1,048,7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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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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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053.53 2,850,951.61 

加：营业外收入 1,616,512.51  

减：营业外支出 30,676.05 0.0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251,889.99 2,850,951.53 

减：所得税费用 487,796.73 338,542.1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64,093.26 2,512,4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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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093.26 2,512,4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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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093.26 2,512,4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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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093.26 2,512,409.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764,093.26 25,12,4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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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0.2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20 

 法定代表人：__崔渊文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孙从安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孙从安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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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24,033.05 19,051,409.49 

减：营业成本 22,137,173.03 12,009,234.97 

税金及附加 287,759.76 278,125.61 

销售费用 9,886,988.28 1,076,592.65 

管理费用 3,491,768.28 1,787,188.98 

财务费用 1,254,201.98 1,048,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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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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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141.72 2,851,565.12 

加：营业外收入 1,616,512.51  

减：营业外支出 30,676.05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251,978.18 2,851,565.12 

减：所得税费用 487,796.73 338,542.1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64,181.45 2,513,022.93 



江苏蓝天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8-027 

18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2,764,181.45 2,513,0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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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181.45 2,513,0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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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4,238.34 3,151,1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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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48,315.13 28,573,435.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2,912,553.47 31,724,616.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595,935.60 16,864,0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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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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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59,405.79 2,055,449.73 

支付的各项税费 5,073,560.28 1,991,635.3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0,259,946.05 11,380,802.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888,847.72 32,291,928.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6,294.25 -567,3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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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08.77 476,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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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08.77 476,199.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6,408.77 -476,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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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00.00 17,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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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00.00 17,5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7,500,000.00 13,95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089,656.38 942,8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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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966.66 456,666.6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226,623.04 15,349,493.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26,623.04 2,150,5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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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9,326.06 1,106,994.9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496,088.57 326,271.1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66,762.51 1,433,266.04 

法定代表人：__崔渊文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孙从安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孙从安___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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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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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8,164,238.34 3,151,180.7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4,751,313.32 28,841,433.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2,915,551.66 31,992,614.3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595,935.60 16,864,041.0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59,405.79 2,055,449.73 

支付的各项税费 5,073,524.28 1,991,599.2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0,262,856.05 11,651,187.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891,721.72 32,562,27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6,170.06 -569,6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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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08.77 476,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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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08.77 476,199.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6,408.77 -476,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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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00.00 17,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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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00.00 17,5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7,500,000.00 13,95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089,656.38 942,826.7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36,966.66 456,666.6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6,708,241.46 15,349,493.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208,241.46 2,150,5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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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9,201.87 1,104,644.4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493,713.39 324,915.4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64,511.52 1,429,55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