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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

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该议案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

月-9月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如下：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225,999.37 37,939,474.1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1,854,912.66 173,789,640.84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33,069,482.44 8,878,596.2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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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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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48,609,186.23 2,094,055.5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9,395,100.33 67,030,268.86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47,894.37 1,042,994.79 

流动资产合计 207,302,575.40 290,775,030.4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126,779.47  

长期股权投资 12,149,870.25 10,500,248.7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283,662.42 7,973,404.24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545,028.27 1,000,679.1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1,018.31 472,437.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356,358.72 19,946,769.32 

资产总计 227,658,934.12 310,721,799.7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194,102.49 45,650,060.05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4,839,779.03 92,525,8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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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1,732,942.23 8,086,110.08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587,023.75 1,477,035.42 

应交税费 2,260,989.76 5,503,908.27 

其他应付款 43,950,050.57 36,534,408.00 

其中：应付利息 343,783.03 344,154.01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025,000.00 7,242,031.99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3,589,887.83 197,019,438.53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3,300,000.00 7,525,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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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0.00 7,525,000.00 

负债合计 126,889,887.83 204,544,438.5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98,188,650.00 98,188,6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95,088.50 95,088.5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116,629.42 355,030.85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917,655.06 3,917,655.06 

一般风险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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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2,949,097.24 3,569,655.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368,925.74 106,126,079.61 

少数股东权益 400,120.55 51,281.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769,046.29 106,177,361.1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7,658,934.12 310,721,799.72 

法定代表人：肖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美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曾美红 

 
 

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33,695.65 34,535,611.66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7,318,874.20 92,307,550.77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7,800,373.34 11,777,894.92 

其他应收款 41,549,836.23 13,094,025.3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9,853,580.00 9,853,58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2,835,834.84 21,505,983.76 

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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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38,614.26 173,221,066.41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126,779.47  

长期股权投资 14,699,870.25 12,400,248.7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945,714.56 7,721,905.10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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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545,028.27 1,000,679.1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1,018.31 472,437.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568,410.86 21,595,270.18 

资产总计 174,007,025.12 194,816,336.5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175,000.00 30,65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2,824,035.38 14,991,160.81 

预收款项 1,516.00 159,063.01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624,392.85 690,219.89 

应交税费 2,260,218.81 5,453,033.30 

其他应付款 28,250,815.36 38,170,724.01 

其中：应付利息 324,674.76 324,674.76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025,000.00 7,242,031.99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83,160,978.40 97,356,233.0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3,300,000.00 7,525,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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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0.00 7,525,000.00 

负债合计 86,460,978.40 104,881,233.0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98,188,650.00 98,188,650.00 

其他权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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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95,088.50 95,088.5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917,655.06 3,917,655.0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4,655,346.84 -12,266,289.98 

所有者权益合计 87,546,046.72 89,935,103.5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4,007,025.12 194,816,336.59 

法定代表人：肖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美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曾美红 

 
 

 

3.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109,371,571.91 166,042,812.88 

其中：营业收入 109,371,571.91 166,042,812.8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21,254,096.84 171,399,544.36 

其中：营业成本 102,715,390.43 146,269,624.5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58,914.06 496,014.88 

销售费用 3,934,005.81 4,926,415.91 

管理费用 4,668,308.58 8,532,059.54 

研发费用 6,617,131.64 8,254,549.40 

财务费用 3,160,346.32 2,920,880.07 

其中：利息费用 2,276,771.18 3,199,347.51 

利息收入 14,765.10 40,718.69 

加：其他收益 1,643,071.58 2,452,723.7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099,621.47 6,649,845.6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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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2,359,203.63 -132,078.6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780,628.25 3,613,759.28 

加：营业外收入 109,883.39 16,509.00 

减：营业外支出 626,588.76 57,868.3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6,297,333.62 3,572,399.98 

减：所得税费用 221,418.82 122,725.0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518,752.44 3,449,6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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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亏损以“-”

号填列） 

-6,518,752.44 3,449,674.95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

填列） 

400,120.55 -1,255,384.45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6,918,872.99 4,705,059.4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116,629.42 880,950.17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1,116,629.42 880,950.1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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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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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116,629.42 880,950.17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116,629.42 880,950.17 

（7）其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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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2,123.02 4,330,625.1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5,802,243.57 5,586,009.57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00,120.55 -1,255,384.4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3 

法定代表人：肖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美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曾美红 

 
 

4.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一、营业收入 65,261,159.70 110,702,814.15 

减：营业成本 57,848,775.79 94,487,619.43 

税金及附加 156,030.49 476,524.64 

销售费用 1,497,171.08 2,390,466.25 

管理费用 3,318,877.88 5,859,107.48 

研发费用 6,617,131.64 7,836,303.14 

财务费用 2,628,063.39 2,902,160.01 

其中：利息费用 2,276,771.18 2,942,488.74 

利息收入 16,162.89 40,328.73 

加：其他收益 1,643,071.58 2,452,635.7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099,621.47 -601,699.7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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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1,476,125.48 -132,078.6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86,072.04 -1,530,509.42 

加：营业外收入 45,022.72 15,942.96 

减：营业外支出 626,588.72 42,993.9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2,167,638.04 -1,557,560.45 

减：所得税费用 221,418.82 122,725.0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89,056.86 -1,680,285.49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389,056.86 -1,680,285.49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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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2,389,056.86 -1,680,285.49 

七、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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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肖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美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曾美红 

 
 

5.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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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42,722.10 263,748,6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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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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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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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20,343.47 8,795,393.9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387,619.02 12,556,150.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0,050,684.59 285,100,224.2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8,803,637.79 267,571,6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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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

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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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3,792.42 12,142,982.54 

支付的各项税费 493,562.90 615,861.7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868,688.30 16,548,082.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3,679,681.41 296,878,62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28,996.82 -11,778,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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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6,2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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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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856,241.9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33,431.64 940,868.67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0,000.00 1,855,5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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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431.64 2,796,424.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431.64 59,8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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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 45,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224,628.5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00,000.00 73,224,628.5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2,025,000.00 64,208,680.58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276,771.18 3,199,3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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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47,614.0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301,771.18 92,355,642.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01,771.18 -19,131,013.6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349,275.16 724,365.1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713,474.80 -30,125,232.8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939,474.17 31,934,196.5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25,999.37 1,808,963.71 

法定代表人：肖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美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曾美红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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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31,400.80 113,435,110.01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20,343.47 8,794,827.8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38,947.20 6,538,2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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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3,590,691.47 128,768,218.6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2,636,328.48 120,911,804.9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808,356.26 8,940,231.6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3,181.31 405,654.5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819,538.61 7,956,202.3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5,457,404.66 138,213,89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66,713.19 -9,445,674.8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878,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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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8,87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33,431.64 819,608.67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0,000.00 4,855,5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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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431.64 5,675,164.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431.64 -1,796,2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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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 3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224,628.5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00,000.00 58,224,628.5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2,025,000.00 34,85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276,771.18 2,698,210.9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158,135.9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301,771.18 46,706,346.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01,771.18 11,518,281.7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944.3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601,916.01 277,256.9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535,611.66 468,308.8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33,695.65 745,565.71 

法定代表人：肖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美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曾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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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披露的数据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29 日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3. 合并利润表
	4. 母公司利润表
	5. 合并现金流量表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