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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晓达金属、晓达股份 指 江阴市晓达金属制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江阴市晓达金属制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阴市晓达金属制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阴市晓达金属制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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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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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嘉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朝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朝炜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季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

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江阴市南闸开锦路 21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备查文件 
1．《江阴市晓达金属制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江阴市晓达金属制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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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晓达股份 

证券代码 873387 

挂牌时间 2019年 11月 27日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连续竞价交易 √集合竞价交易 □做市交易  

分层情况 基础层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C 制造业-33 金属制品业--331结构性金属制造-3311金属结构制造 

法定代表人 何嘉勇 

董事会秘书 金敏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314097132Q 

注册资本（元） 20,000,000 

注册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南闸街道开锦路 21 号 

电话 0510-86995392 

办公地址 江阴市南闸街道开锦路 21 号 

邮政编码 214400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粤开证券 

 

二、 行业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2021年3月31日） 

上年期末 

2020年 12月 31日 

报告期末比上年

期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7,348,237.88 63,992,280.27 -10.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861,122.69 23,907,843.01 3.9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6.65% 62.6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6.65% 62.64% -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1年 1-3月） 

上年同期 

（2020年 1-3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4,256,636.64 47,351,703.62 120.1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3,279.68 -92,009.36 2,766.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079,779.68 -90,509.36 2,39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18,261.08 13,493,149.54 -179.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27 -0.0046 2,76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0.17% -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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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8.62% -0.31% - 

利息保障倍数 19.61 0.67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报告期公司比上年同期的营业收入增长 120.18%、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2766.34%、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 2397.86%、基本每股收益增长 2766.34%，主

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而报告期国内得到有效缓解，且公司调整了业务结构、积极拓展公

司业务，故较上年同期有较大涨幅。 

2.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179.4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业务结构

调整，存货、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1-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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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企业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498,000.00 

所得税影响数 124,5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73,500.00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四、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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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25% 0 5,000,000 2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937,500 4.69% 0 937,500 4.69% 

      董事、监事、高管 462,500 2.31% 0 462,500 2.31%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有限售股份总数 15,000,000 75% 0 15,000,0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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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股

份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3,612,500 68.06% 0 13,612,500 68.06% 

      董事、监事、高管 1,387,500 6.94% 0 1,387,500 6.94% 

      核心员工      

     总股本 20,000,000 - 0 2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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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

持有

的质

押股

份数

量 

期末

持有

的司

法冻

结股

份数

量 

是否通过认购

公司公开发行

的股票成为前

十名股东，如

是，披露持股

期间的起止日

期 

1 何嘉勇 14,550

,000 

0 14,550

,000 

72.75% 13,61

2,500 

937,50

0 

0 0 否 

2 俞国奇 2,000,

000 

0 2,000,

000 

10%  2,000,

000 

0 0 否 

3 江阴市

澄晓咨

询服务 

中 心

（有限

合伙） 

1,600,

000 

0 1,600,

000 

8%  1,600,

000 

0 0 否 

4 宋朝炜 1,100,

000 

0 1,100,

000 

5.5% 825,0

00 

275,00

0 

0 0 否 

5 叶冰 750,00

0 

0 750,00

0 

3.75% 562,5

00 

187,50

0 

0 0 否 

合计 20,000

,000 

0 20,000

,000 

100% 15,00

0,000 

5,000,

000 

0 0 
-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江阴市澄晓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由何嘉勇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故为何嘉勇实际控制。 

 

 

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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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大事件 

一、 重大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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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仲裁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担保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1-014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否 不适用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合

并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1-011 

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

工激励措施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回购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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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失信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自愿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一)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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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月 9日 0.75 - - 

合计 0.75 - -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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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6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开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2020 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500,000.00元。于 2021年 1月 25日，本公司召开 2021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分配现金股利 1,500,000.00 元。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21 年 2 月

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已委托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将代派的现金红利于 2021 年 2

月 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三、 对 2021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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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一)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 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604,141.54 28,010,6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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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9,668.69 7,415,556.61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0,122,664.69 4,394,361.82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46,140.17 120,232.9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4,140,858.15 17,976,8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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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83,473.24 57,917,5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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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股权投资   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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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5,320,076.98 5,529,395.82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03,025.40 104,006.6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42,507.13 342,140.65 

递延所得税资产 99,155.13 99,155.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764,764.64 6,074,698.20 

资产总计 57,348,237.88 63,992,280.2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000,000.00 15,023,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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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7,740.53 22,005,489.27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354,915.15 354,9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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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324.17 655,542.15 

应交税费 1,834,829.33 1,572,351.35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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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负债 46,138.97 46,138.97 

流动负债合计 32,060,948.15 39,658,270.22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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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167.04 426,167.0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26,167.04 426,167.04 

负债合计 32,487,115.19 40,084,437.2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0,000,000.00 2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586,321.77 1,586,321.7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2,152.13 232,152.1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042,648.79 2,089,369.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4,861,122.69 23,907,843.0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4,861,122.69 23,907,843.0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57,348,237.88 63,992,280.27 

 

法定代表人：何嘉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朝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宋朝炜 

 

 

(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 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604,141.54 28,010,614.43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1,569,668.69 7,415,556.61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0,122,664.69 4,394,361.82 

其他应收款 146,140.17 120,2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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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4,140,858.15 17,976,8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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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83,473.24 57,917,582.07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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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0,076.98 5,529,395.82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03,025.40 104,006.6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42,507.13 342,140.65 

递延所得税资产 99,155.13 99,155.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764,764.64 6,074,698.20 

资产总计 57,348,237.88 63,992,280.2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000,000.00 15,023,833.33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4,367,740.53 22,005,489.27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354,915.15 354,915.1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457,324.17 655,542.15 

应交税费 1,834,829.33 1,572,351.35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14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46,138.97 46,138.97 

流动负债合计 32,060,948.15 39,658,270.2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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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167.04 426,167.0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26,167.04 426,167.04 

负债合计 32,487,115.19 40,084,437.2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0,000,000.00 2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586,321.77 1,586,321.7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2,152.13 232,152.1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042,648.79 2,089,369.1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4,861,122.69 23,907,843.0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57,348,237.88 63,992,280.27 

 

 

(三)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营业总收入 104,256,636.64 47,351,703.62 

其中：营业收入 104,256,636.64 47,351,703.6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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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01,311,783.75 47,418,089.02 

其中：营业成本 99,291,228.29 45,526,4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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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784.14 37,822.90 

销售费用 709,543.17 666,159.88 

管理费用 940,925.20 970,844.35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47,302.95 216,840.02 

其中：利息费用 171,166.67 204,962.33 

利息收入 -11,563.93 -6,003.68 

加：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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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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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7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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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132.94 -66,385.40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2,000.00 2,0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185,132.94 -68,385.40 

减：所得税费用 731,853.26 23,623.9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453,279.68 -92,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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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279.68     -92,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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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453,279.68 -92,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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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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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5）其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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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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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279.68 -92,009.36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453,279.68 -92,009.36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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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0.1227 -0.0046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27 -0.0046 

法定代表人：何嘉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朝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宋朝炜 

 

 

(四)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营业收入 104,256,636.64 47,351,703.62 

减：营业成本 99,291,228.29 45,526,421.87 

税金及附加 222,784.14 37,822.90 

销售费用 709,543.17 666,159.88 

管理费用 940,925.20 970,844.35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47,302.95     216,840.02  

 

其中：利息费用 171,166.67     204,962.33  

利息收入 -11,563.93 -6,0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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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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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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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7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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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132.94 -66,385.40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2,000.00 2,0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185,132.94  -68,385.40 

减：所得税费用 731,853.26 23,623.9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453,279.68 -92,009.36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2,453,279.68 -92,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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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279.68 -92,009.36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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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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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15,241.57               59,685,1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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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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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11,563.93 6,003.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3,426,805.50 59,691,145.4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0,139,301.32  43,846,7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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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460.26 1,580,512.8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78,790.56 98,821.5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0,514.44 671,912.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4,145,066.58 46,197,995.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18,261.08 13,493,1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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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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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0,6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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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9.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19.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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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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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000.00 226,7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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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000.00 226,715.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5,000.00 -226,715.0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7,407.66 -13,399.0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406,472.89 13,253,035.4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010,614.43 5,313,385.0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604,141.54 18,566,420.47 

 

法定代表人：何嘉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朝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宋朝炜 

 

 

(六)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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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15,241.57 59,685,141.7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11,563.93          6,003.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3,426,805.50 59,691,145.4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0,139,301.32 43,846,748.8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06,460.26 1,580,512.8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78,790.56 98,821.5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0,514.44 671,912.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4,145,066.58 46,197,9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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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18,261.08 13,493,1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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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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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9.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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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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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000.00 226,715.08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95,000.00 226,715.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5,000.00 -226,715.0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7,407.66 -13,399.0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406,472.89 13,253,035.4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010,614.43 5,313,385.0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604,141.54 18,566,4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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