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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本公司、股份公司、惠尔明、母公司 指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 指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报告期 指 2018年度一季度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

交易场所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 指 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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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管理层 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统称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公司章程 指 最近一次被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赣州银行厦门分行 指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海峡银行龙海支行 指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海支行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专业术语  释义 

涂料 指 涂料是一种材料，这种材料可以用不同的施工工艺涂覆在物件表

面，形成粘附牢固、具有一定强度、连续的固态薄膜。这样形成

的膜通称涂膜，又称漆膜或涂层 

涂料制造 指 在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中加入颜料、溶剂和辅助材料，经加工后

制成的覆盖材料的生产活动 

轻工业涂料 指 用于轻工业产品表层的涂料，具备一定防护、美观作用的涂料 

水性涂料 指 以水溶性树脂或水分散树脂为基料的涂料，也常称为水基涂料。

水性涂料包括水溶性涂料、水稀释性涂料、水分散性涂料(乳胶涂

料)三种 

3C产品 指 是计算机（Computer）、通信（Communication）和消费类电子产

品（ConsumerElectronics）三者结合，亦称“信息家电” 

丙烯酸漆 指 丙烯酸树脂、体质颜料、助剂、有机溶剂等配制而成 

稀释剂 指 用以稀释涂料的挥发性有机液体 

UV 光固化涂料 指 光敏涂料，是以紫外光为涂料固化能源，又称紫外光固化涂料 

环氧涂料 指 环氧树脂、体质颜料及固化剂组成的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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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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HuiErMing (fujia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挂牌时间 2015 年 3 月 19 日 

证券简称 惠尔明 

证券代码 831929 

转让方式 协议转让 

法定代表人 郑惠敏 

董事会秘书 苏文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600751381772D 

注册资本 135,098,664 

注册地址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福龙工业园 

联系电话 0592-5927522 

办公地址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福龙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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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16,244.38 341,952,373.53 11.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6,331,167.62 201,877,315.32 22.0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6.98 31.36 -13.97 

资产负债率%（合并） 31.48 36.70 -14.2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78,514,060.88 37,131,957.67 111.4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38,770.47 2,171,067.71 159.7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03,091.96 2,154,084.02 16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24,014.66 -4,807,821.56 210.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1.45% 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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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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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2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1.3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47,571.35 

所得税影响数 11,892.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5,6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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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58,664 66.97 15,400,000 95,558,664 70.7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023,200 9.21 0 11,023,200 8.16% 

      董事、监事、高管 11,346,000 9.48 0 11,346,000 8.40%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9,540,000 33.03 0 39,540,000 29.2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3,300,000 27.82 0 33,300,000 24.65% 

      董事、监事、高管 35,460,000 29.62 0 35,460,000 26.25% 

      核心员工      

     总股本 119,698,664 — 15,400,000 135,098,664 — 

     普通股股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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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惠敏 27,205,200   -    27,205,200   20.14   19,980,000   7,225,200  

2 方彬 17,118,000   -    17,118,000   12.67   13,320,000   3,798,000  

3 新疆世欣

君诚投资

有限公司 

 8,000,000   -     8,000,000   5.92   -     8,000,000  

4 宁波宝骏

洋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5,520,000   -     5,520,000   4.09   -     5,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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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柏睿（厦

门）股权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5,343,200   -     5,343,200   3.96   -     5,343,200  

6 北京天星

望岳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5,333,333   -     5,333,333   3.95   -     5,333,333  

7 王世凯  -     4,623,000   4,623,000   3.42   -     4,623,000  

8 骆志敏  4,167,600   -     4,167,600   3.08   -     4,167,600  

9 新余市聚

智投资有

限公司 

 3,920,000   -     3,920,000   2.90   -     3,920,000  

10 王昭华  -     3,853,000   3,853,000   2.85   -     3,853,000  

10 薛炳城  -     3,853,000   3,853,000   2.85   -     3,853,000  

合计 76,607,333   12,329,000  88,936,333   65.83   33,300,000  55,636,333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郑惠敏与方彬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是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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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1月 10日，公司召开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方案》的议案； 并经 2017 年 11月 27日公司召开的 2017 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2018 年 3 月 5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8 年 2 月 

22 日印发的《关于对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可转换公

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8〕1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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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是 是 2018-007、

201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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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是 是 是 2018-025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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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积极履行企业公民应尽的义务；秉承安全生产，保证工

程质量，切实履行合同，实现股东、员工、上下游合作者、社会等各方力量的利益最大化，推动企

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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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发展实践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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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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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3,146.57   30,223,1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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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7,059.32   5,250,000.00  

应收账款  138,507,687.58   140,880,242.87  

预付款项  28,996,061.79   14,795,5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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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9,796.75   17,919,471.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8,847,581.41   53,727,914.3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01,125.71   120,197.43  

流动资产合计  261,062,459.13   262,916,506.9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3,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500,000.00   5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4,093,346.76   43,567,422.12  

在建工程  3,806,333.01   7,677,9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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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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7,101.02   6,698,278.66  

开发支出   

商誉  48,254,598.71   14,896,441.85  

长期待摊费用  300,483.44   327,887.9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16,027.23   1,834,505.97  

其他非流动资产  985,895.08   533,429.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9,353,785.25   79,035,866.62  

资产总计  380,416,244.38   341,952,373.5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1,500,000.00   41,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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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  22,772,506.55   24,477,254.93  

预收款项  1,407,098.68   59,591.9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125,013.17   2,304,946.41  

应交税费  23,891,548.47   23,895,205.89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2,175,365.66   16,768,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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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4,715.24   6,614,715.24  

其他流动负债  1,985,500.06   1,985,500.06  

流动负债合计  113,471,747.83   117,605,214.6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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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6,301,791.29   7,898,9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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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1,791.29   7,898,959.73  

负债合计  119,773,539.12   125,504,174.3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35,098,664.00   119,698,66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0,406,647.13   45,768,099.9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1,787,269.52   1,815,088.22  

盈余公积  665,851.94   652,233.2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8,372,735.03   33,943,229.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46,331,167.62   201,877,315.32  

少数股东权益  14,311,537.64   14,570,883.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0,642,705.26   216,448,199.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80,416,244.38   341,952,373.53  

 法定代表人：___郑惠敏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郑惠敏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吴秋菊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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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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47.87 11,931,2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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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89,995.64  47,530,233.40 

预付款项   17,274,145.04   5,529,341.7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6,652,737.54   89,323,732.99 

存货  33,408,390.72  30,733,688.6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0,325.71 94,325.71 

流动资产合计 183,528,842.52 185,142,601.6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3,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71,949,825.27 31,909,825.27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4,970,526.41 25,570,5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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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5,871.69 6,521,027.2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591,693.83   591,693.83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4,957.04   424,957.0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7,392,874.24  68,018,048.62  

资产总计 290,921,716.76  253,160,650.2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1,500,000.00 41,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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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  6,759,453.42  6,377,665.99 

预收款项  181,724.05  1,404.00 

应付职工薪酬 359,222.75 411,909.44 

应交税费 7,133,737.29 7,944,251.1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6,017,218.77 15,806,930.84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333,333.36 3,333,333.36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75,284,689.64 75,375,4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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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4,444.39 4,027,7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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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4,444.39  4,027,777.73 

负债合计  78,479,134.03  79,403,272.4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5,098,664.00 119,698,66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0,406,647.13 45,768,099.9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1,787,269.52    1,815,088.22  

盈余公积 652,233.29  652,233.2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497,768.79  5,823,292.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2,442,582.73  173,757,377.7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90,921,716.76  253,160,6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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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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14,060.88  37,131,957.67  

其中：营业收入 78,514,060.88  37,131,957.6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71,572,850.26 33,998,570.51 

其中：营业成本 62,790,831.01 26,357,1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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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495.84  187,291.99  

销售费用 1,477,831.70  835,666.87  

管理费用 5,580,892.18  5,136,541.18  

财务费用 1,505,799.53  1,481,9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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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1,210.62 3,133,387.16 

加：营业外收入 47,520.00  17,310.25  

减：营业外支出 -51.35  326.5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988,781.97 3,150,370.85 

减：所得税费用 1,090,665.30 396,479.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898,116.67 2,753,8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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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59,346.20 582,824.14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38,770.47 2,171,0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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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8,116.67 2,753,891.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638,770.47  2,171,067.7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59,346.20 582,824.14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4 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4 0.02 

 法定代表人：__郑惠敏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郑惠敏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吴秋菊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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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6,765.48 11,673,777.50 

减：营业成本 3,650,740.18 7,120,478.40 

税金及附加 72,356.00 155,831.33 

销售费用 224,960.05  394,846.66  

管理费用 1,671,921.62   3,003,472.95  

财务费用 1,251,730.69   1,359,0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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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943.06 -359,897.35 

加：营业外收入   17,310.00  

减：营业外支出   308.2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14,943.06 -342,895.55   

减：所得税费用 10,580.4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325,523.51 -342,8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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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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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523.51 -342,8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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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99,407.45   29,456,2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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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2,845.62    21,953,061.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4,692,253.07    51,409,308.9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6,196,431.31   19,925,8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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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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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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074.65   3,225,623.4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63,007.22   4,254,588.6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895,725.23    28,811,058.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1,868,238.41  56,217,130.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4,014.66    -4,807,8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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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6,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16,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3,052,327.51    4,957,5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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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2,327.51    4,957,536.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52,327.51    -1,141,5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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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1,111.11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861,111.1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05,463.87    357,9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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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6,201.36    25,781,812.8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01,665.23   26,139,724.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1,665.23   8,721,3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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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9,978.08   2,772,028.7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223,124.65   4,241,880.3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93,146.57   7,013,909.05  

法定代表人：_郑惠敏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郑惠敏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吴秋菊___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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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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1,973.42 10,169,065.7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501,202.34  9,053,9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723,175.76  19,222,965.7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763,783.28 4,969,796.6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14,149.80   1,251,576.61  

支付的各项税费  869,763.29   2,911,506.8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588,333.31   16,700,077.1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436,029.68   25,832,95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12,853.92  -6,609,9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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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6,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16,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5,642.61 4,913,1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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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2.61  4,913,162.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42.61  -1,097,1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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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1,111.11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861,111.1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3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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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201.36  25,781,812.8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29,534.70   25,781,812.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9,534.70   9,079,2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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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8,031.23 1,372,144.0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931,279.10 1,162,704.2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3,247.87 2,534,84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