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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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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计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的议案》，该议案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 年 1-3 月的合并及

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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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31.59     784,1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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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69.20 2,002,408.3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823,016.93 172,231.1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281,530.75 214,0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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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1,064,881.45 9,590,2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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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291.83 689,561.89 

流动资产合计 14,994,021.75 13,452,6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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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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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6,398.66 8,227,700.55 

在建工程 4,366,239.83 3,723,362.83 

生产性生物资产 1,968,661.04 2,049,605.30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471,031.24 1,480,141.4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552,854.29 1,502,716.8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1,484.71 322,120.9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69,762.00 1,509,762.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766,431.77 18,815,409.94 

资产总计 33,760,453.52 32,268,050.4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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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2,247.33 7,339,570.78 

预收款项 18,196.36  17,415.81 

合同负债 15,574.90  15,673.9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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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062,327.88 2,065,488.38 

应交税费 561.52 2,856.52 

其他应付款 4,964,297.40 4,430,2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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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6.67 66,666.67 

其他流动负债 467.25 470.22 

流动负债合计 17,720,339.31 15,938,4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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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99,999.99 116,666.6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460,556.46 2,411,503.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60,556.45 2,528,169.85 

负债合计 20,280,895.76 18,466,578.1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4,520,000.00 14,52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18,078.67 318,078.6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1,063.88 11,063.8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369,584.79 -1,047,67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479,557.76 13,801,472.29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479,557.76 13,801,4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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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3,760,453.52 32,268,050.47 

 

法定代表人：黄朝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自林会计机构负责人：罗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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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7.32 780,524.29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911,142.48 1,759,391.88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823,016.93 172,231.18 

其他应收款 2,390,395.95 2,274,047.2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0,965,356.51 9,455,6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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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531.83 689,081.89 

流动资产合计 16,784,121.02 15,130,9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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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1,129.98 7,954,652.10 

在建工程 4,366,239.83 3,723,362.83 

生产性生物资产 1,968,661.04 2,049,605.30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471,031.24 1,480,141.4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995,727.25 908,2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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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 18,760.3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69,762.00 1,509,762.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601,311.68 17,625,780.92 

资产总计 34,385,432.70 32,756,727.1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00,000.00 2,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435,065.23 7,164,608.88 

预收款项 18,196.36 17,415.8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1,001,152.88 1,991,758.38 

应交税费 471.52 2,817.62 

其他应付款 4,743,010.00 4,194,872.0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合同负债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6,666.67 66,666.67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7,264,562.66 15,438,1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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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9.99 116,666.6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460,556.46 2,411,503.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60,556.45 2,528,169.85 

负债合计 19,825,119.11 17,966,309.2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4,520,000.00 14,52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18,078.67 318,078.67 

减：库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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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1,063.88 11,063.8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88,828.96 -58,724.6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560,313.59 14,790,417.9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34,385,432.70 32,756,727.15 

 

法定代表人：黄朝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自林会计机构负责人：罗元梅 

(三)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一、营业总收入 1,170,662.51 11,108,620.41 

其中：营业收入 1,170,662.51 11,108,620.4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072,520.02 14,757,507.48 

其中：营业成本 1,183,196.64 11,494,1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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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33 10,110.38 

销售费用 83,826.55 353,245.63 

管理费用 744,945.08 2,698,563.84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59,827.42 201,461.18 

加：其他收益 294,452.85 1,271,4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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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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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37.62 -78,306.8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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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76,242.28 -2,455,703.74 

加：营业外收入 405,224.00 6,243,195.73 

减：营业外支出 260.00 4,421,611.9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71,278.28 -634,119.94 

减：所得税费用 -49,363.75 -119,699.0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21,914.53 -514,4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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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914.53 -514,4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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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914.53 -514,4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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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914.53 -514,420.89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21,914.53 -514,4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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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法定代表人：黄朝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自林会计机构负责人：罗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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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一、营业总收入 950,355.11 10,282,760.58 

其中：营业收入 950,355.11 10,282,760.5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745,951.88 13,446,189.38 

其中：营业成本 920,786.62 10,559,1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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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33 9,409.13 

销售费用 83,826.55 323,220.63 

管理费用 675,650.14 2,355,220.45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64,964.24 199,233.26 

加：其他收益 294,421.30 1,271,4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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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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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53.22 -76,7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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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828.69 -1,968,693.95 

加：营业外收入 405,224.00 6,228,852.20 

减：营业外支出 260.00 4,421,611.9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48,864.69 -161,453.68 

减：所得税费用 -18,760.34 -3,154.0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0,104.35 -158,2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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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04.35 -158,299.60 



公告编号：20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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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04.35 -158,2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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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04.35 -158,299.60 

法定代表人：黄朝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自林会计机构负责人：罗元梅 

 

(五)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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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669.43 10,196,8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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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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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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175.96 9,726,843.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85,845.39 19,923,700.4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82,336.80 11,567,6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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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687.00 2,467,526.88 

支付的各项税费 3,109.33 8,184.0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1,080.80 1,893,190.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60,213.93 15,936,53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4,368.54 3,987,1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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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077.00 5,711,7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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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077.00 5,711,763.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077.00 -5,711,7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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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2,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96,595.00 4,478,587.0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96,595.00 6,478,587.0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67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2,529.16 184,625.7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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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06,614.62 1,476,264.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9,143.78 4,330,889.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7,451.22 2,147,6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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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994.32 423,101.5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84,125.91 361,024.3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131.59 784,125.91 

 

法定代表人：黄朝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自林会计机构负责人：罗元梅 

(六)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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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142.73 9,517,488.5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49,003.32 9,726,767.1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19,146.05 19,244,255.6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82,471.50 11,021,385.5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17,284.00 1,989,195.71 

支付的各项税费 3,070.43 7,482.7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6,748.93 1,732,823.0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99,574.86 14,750,88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0,428.81 4,493,3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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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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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077.00 5,613,9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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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40.00 320,616.6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1,217.00 5,934,531.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217.00 -5,934,5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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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2,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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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74,840.00 4,327,952.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74,840.00 6,327,952.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67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2,529.16 184,625.7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35,512.00 1,476,264.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8,041.16 4,330,889.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6,798.84 1,997,0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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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846.97 555,899.6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80,524.29 224,624.6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677.32 780,524.29 

 

 

安徽棋盘塔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