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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隽秀生物 指 山东隽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山东隽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东隽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山东隽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山东隽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神经修复膜 指 脱细胞基质周围神经修复膜 

报告期 指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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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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秀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小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程小康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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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3. 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

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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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隽秀生物 

证券代码 839761 

挂牌时间 2016年 11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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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C358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C3589 人工器官及植（介）入器械制造 

法定代表人 高秀岩 

董事会秘书 刘兴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00056200634R 

注册资本（元） 27,272,600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 32 号 

电话 0535-6399996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 32 号 

邮政编码 264006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国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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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本年期初 

（2021年 1月 1日） 

报告期末比本年

期初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8,071,500.89 18,902,551.67 -4.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81,289.60 13,669,996.26 -12.3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1.83% 25.7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0.98% 25.04% -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1年 1-9月） 

上年同期 

（2020年 1-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7,548,278.21 1,459,614.30 417.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3,806.66 -2,561,968.35 33.8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330,926.72 -5,223,363.57 5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2,348.51 1,222,579.83 -411.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13.21% -1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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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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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 -37.33% - 

利息保障倍数 -14.51 -56.62 - 

 

 
本报告期 

（2021年 7-9月） 

上年同期 

（2020年 7-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710,535.58 42,291.27 6,309.2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2,019.15 -2,831,865.15 47.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809,633.84 -2,871,680.15 36.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2,778.95 -2,560,811.60 48.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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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 -25.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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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 -26.33% - 

利息保障倍数 -33.15 -129.20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营业收入：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6,309.21%，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加 417.14%，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三类产品“神经修复膜”销售增加所致。 

2.净利润：本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47.67%， 年初至报告期末净利润相比上年同期增加 33.89%，

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48.3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增加所致；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411.01%，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不存在去年同期收回前期应收账款的情况、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同比

减少、研发投入及销售支出增加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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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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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444.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6,324.33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637,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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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数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637,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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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6,016 63.71% 0 17,376,016 63.7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3,298,860 12.10% 0 3,298,860 12.10% 

      董事、监事、高管 3,298,860 12.10% 0 3,298,860 12.1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9,896,584 36.29% 0 9,896,584 36.2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9,896,584 36.29% 0 9,896,584 36.29% 

      董事、监事、高管 9,896,584 36.29% 0 9,896,584 36.29%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27,272,600 - 0 27,272,6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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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1 高秀岩 8,195,444 0 
8,195,

444 

30.050

1% 

6,146

,584 

2,048,

860 
0 0 否 

2 

烟 台隽

安 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7,500,000 0 
7,500,

000 

27.500

1% 
0 

7,500,

000 
0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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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尹芙蓉 5,000,000 0 
5,000,

000 

18.333

4% 

3,750

,000 

1,250,

000 
0 0 否 

4 元  渊 2,000,000 0 
2,000,

000 

7.3334

% 
0 

2,000,

000 
0 0 否 

5 宋  健 1,636,356 0 
1,636,

356 

6.0000

% 
0 

1,636,

356 
0 0 否 

6 

烟 台源

创 科技

投 资中

心（有限

合伙） 

1,280,000 0 
1,280,

000 

4.6934

% 
0 

1,280,

000 
0 0 否 

7 张  迪 1,090,800 0 
1,090,

800 

3.9996

% 
0 

1,090,

800 
0 0 否 

8 

烟 台业

达 创业

投 资有

限公司 

400,000 0 
400,00

0 

1.4667

% 
0 

400,00

0 
0 0 否 

9 

北 京融

新 源创

投 资管

理 有限

公司 

170,000 0 
170,00

0 

0.6233

% 
0 

170,00

0 
0 0 否 

合计 27,272,600 0 27,272

,600 

100.00

00% 

9,896

,584 

17,376

,016 

0 0 
-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高秀岩和尹芙蓉系夫妻关系；高秀岩和元渊系烟台隽安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出资人；烟台源创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北京融新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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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公告编号：

20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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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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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事前及时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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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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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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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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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 2021 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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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30日 2021 年 1月 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22,097.83 4,285,6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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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982.90 96,900.0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098,420.70 957,085.5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57,943.16 140,782.71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02,775.75 284,4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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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549.16 73,396.40 

流动资产合计 5,078,769.50 5,838,2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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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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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2,045,026.09 2,303,676.68 

在建工程 1,724,011.04 1,427,670.2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8,908,146.51 9,053,962.3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72,047.75 249,469.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3,500.00 29,52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992,731.39 13,064,298.49 

资产总计 18,071,500.89 18,902,551.6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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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822.20 138,774.47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324,106.80 1,671,5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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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08.14 286,603.76 

应交税费 67,203.90 57,446.29 

其他应付款 4,144,614.25 2,101,7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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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3.20 50,146.02 

流动负债合计 5,153,478.49 4,306,2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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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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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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299.94 426,441.7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5,299.94 426,441.72 

负债合计 5,598,778.43 4,732,677.3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7,272,600.00 27,272,6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4,423.21 124,423.2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5,856.49 225,856.4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641,590.10 -13,952,883.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981,289.60 13,669,996.26 

少数股东权益 491,432.86 499,878.0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472,722.46 14,169,874.3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8,071,500.89 18,902,551.67 

法定代表人：高秀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小康          会计机构负责人：程小康 

 

 

(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9月 30日 2021 年 1月 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705,106.03 3,786,217.99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02,982.90 96,900.0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098,420.70 957,085.55 

其他应收款 157,587.09 140,446.00 

其中：应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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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02,775.75 284,4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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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549.16 73,396.40 

流动资产合计 4,661,421.63 5,338,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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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866.09 2,303,676.68 

在建工程 1,724,011.04 1,427,670.2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8,908,146.51 9,053,962.3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72,047.75 249,469.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3,500.00 29,52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927,571.39 13,064,298.49 

资产总计 17,588,993.02 18,402,805.6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56,822.20 138,774.47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324,106.80 1,671,533.9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350,652.07 286,603.76 

应交税费 67,203.90 57,446.29 

其他应付款 4,144,614.25 2,101,731.1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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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9,723.20 50,146.02 

流动负债合计 5,153,122.42 4,306,2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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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299.94 426,441.7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5,299.94 426,441.72 

负债合计 5,598,422.36 4,732,677.3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7,272,600.00 27,272,6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4,423.21 124,423.2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5,856.49 225,856.4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632,309.04 -13,952,751.3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1,990,570.66 13,670,128.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7,588,993.02 18,402,805.69 

 

(三)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7-9月 2020 年 7-9月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2,710,535.58 42,291.27 7,548,278.21 1,459,614.30 

其中：营业收入 2,710,535.58 42,291.27 7,548,278.21 1,459,614.3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524,501.75 3,153,971.42 9,850,651.04 8,087,9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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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营业成本 107,094.27 1,021.66 263,754.99 463,8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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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43.73 41,403.51 146,736.46 60,633.78 

销售费用 800,817.27 446,198.25 1,217,900.37 1,082,605.53 

管理费用 1,254,702.67 550,265.34 2,816,780.53 2,027,325.92 

研发费用 2,268,395.57 2,094,978.75 5,302,161.36 4,439,590.51 

财务费用 41,548.24 20,103.91 103,317.33 13,971.52 

其中：利息费用 43,500.00 21,750.00 109,716.66 44,466.67 

利息收入 1,955.76 1,651.09 7,125.33 30,609.15 

加：其他收益 330,572.76 39,815.00 803,444.39 2,758,2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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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35.00 240,000.00 -36,999.10 1,405,000.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482,358.41 -2,831,865.15 -1,535,927.54 -2,465,075.6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2,958.07   166,324.33 96,892.7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485,316.48 -2,831,865.15 -1,702,251.87 -2,561,9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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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485,316.48 -2,831,865.15 -1,702,251.87 -2,561,9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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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5,316.48 -2,831,865.15 -1,702,251.87 -2,561,9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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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7.33  -8,445.21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482,019.15 -2,831,865.15 -1,693,806.66 -2,561,9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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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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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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5,316.48 -2,831,865.15 -1,702,251.87 -2,561,968.35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综合收益总额 

-1,482,019.15 -2,831,865.15 -1,693,806.66 -2,561,968.35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

合收益总额 

-3,297.33  -8,445.21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0 -0.06 -0.09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0 -0.06 -0.09 

法定代表人：高秀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小康          会计机构负责人：程小康 

 

 

(四)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7-9月 2020 年 7-9月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一、营业收入 2,710,535.58 42,291.27 7,548,278.21 1,459,614.30 

减：营业成本 107,094.27 1,021.66 263,754.99 463,850.61 

税金及附加 51,943.73 41,403.51 146,673.96 60,633.78 

销售费用 800,817.27 446,198.25 1,217,900.37 1,082,605.53 

管理费用 1,254,702.67 550,265.34 2,816,780.53 2,027,325.92 

研发费用 2,261,204.66 2,094,978.75 5,283,671.92 4,439,590.51 

财务费用 41,869.72 20,103.91 104,275.09 13,971.52 

其中：利息费用 43,500.00 21,750.00 109,716.66 44,466.67 

利息收入 1,634.28 1,651.09 6,067.57 30,609.15 

加：其他收益 330,572.76 39,815.00 803,444.39 2,758,2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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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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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35.00 240,000.00 -36,999.10 1,4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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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488.98 -2,831,865.15 -1,518,333.36 -2,465,075.6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2,958.07  166,324.33 96,892.7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478,447.05 -2,831,865.15 -1,684,657.69 -2,561,968.3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478,447.05 -2,831,865.15 -1,684,657.69 -2,561,968.3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1,478,447.05 -2,831,865.15 -1,684,657.69 -2,561,9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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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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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478,447.05 -2,831,865.15 -1,684,657.69 -2,561,968.35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0 -0.06 -0.09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0 -0.06 -0.09 

 

 

 

(五)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9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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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2,784.18 6,696,3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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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478.67 4,527,479.0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674,262.85 11,223,794.2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66,078.59 4,159,3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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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4,877.30 2,862,325.46 

支付的各项税费 668,649.56 460,922.3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87,005.91 2,518,570.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476,611.36 10,001,21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2,348.51 1,222,579.8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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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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281,807.60 9,288,8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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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807.60 9,288,874.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807.60 -9,288,8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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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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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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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73.32 35,5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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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73.32 35,573.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2,226.68 1,964,4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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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1,929.43 -6,101,867.5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85,627.26 7,472,503.7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13,697.83 1,370,636.27 

法定代表人：高秀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小康          会计机构负责人：程小康 

 

 

(六)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9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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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2,784.18 6,696,315.2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60,420.91 4,527,479.0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673,205.09 11,223,7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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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66,078.59 4,159,396.1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543,564.57 2,862,325.46 

支付的各项税费 668,587.06 460,922.3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86,905.91 2,518,570.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465,136.13 10,001,21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1,931.04 1,222,5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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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209,807.60 9,288,8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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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9,807.60 9,288,874.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807.60 -9,288,8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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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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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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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73.32 35,573.3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7,773.32 35,573.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2,226.68 1,964,4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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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9,511.96 -6,101,867.5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86,217.99 7,472,503.7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96,706.03 1,370,6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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