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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中岳非晶 指 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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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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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HENAN ZHONGYUE 

AMORPHOUS NEW MATERIALS CO.,LTD 

挂牌时间 2015 年 9月 24日 

证券简称 中岳非晶 

证券代码 833493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董晓源 

董事会秘书 郑远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567287487J 

注册资本 163,518,866 

注册地址 登封市产业集聚区玉京大道与禹都大街交叉口东北角 

联系电话 0371-67307102 

办公地址 登封市产业集聚区玉京大道与禹都大街交叉口东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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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061,845.19 538,811,417.10 3.2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9,024,604.56 350,719,101.69 2.3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5.43% 35.70% -0.76% 

资产负债率%（合并） 35.43% 34.91% 1.4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18,973,825.89 138,326,462.37 -13.9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68,069.37 7,583,738.81 3.7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22,711.10 5,747,043.63 -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130,025.11 -9,019,675.98 544.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2.56% -13.2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 2,491,214.77 

营业外支出 45,856.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445,358.27 

所得税影响数 2,104,509.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40,8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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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35,532 62.34% - 101,935,532 62.3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1,500,000 13.15% - 21,500,000 13.15% 

      董事、监事、高管 4,235,000 2.51% - 4,235,000 2.51% 

      核心员工 

- - -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1,583,334 37.66% - 61,583,334 37.6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5,500,000 27.83%  45,500,000 27.83% 

      董事、监事、高管 12,750,000 7.80%  12,750,000 7.80% 

      核心员工 

- - -   

     总股本 163,518,866 —   163,518,866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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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巧珍 57,000,000 - 57,000,000 34.86% 38,000,000 19,000,000 

2 河南农开

裕新先进

制造业投

资基金 

20,000,000 - 20,000,000 12.23% - 20,000,000 



3 董晓源 10,000,000 - 10,000,000 6.12% 7,500,000 2,500,000 

4 董晓磊 6,189,581 - 6,189,581 3.78% - 6,189,581 

5 北京创世

华信资产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5,388,142 - 5,388,142 3.29% - 5,388,142 

6 深圳华蕴

晟泰资产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5,245,000 - 5,245,000 3.21% - 5,245,000 

7 登封市中

岳高压电

瓷电器有

限公司 

5,024,000  5,024,000 3.07% - 5,024,000 

8 刘松珠 5,000,000  5,000,000 3.06% 3,333,334 1,666,666 

9 李希涛 5,000,000   5,000,000 3.06% 3,750,000 1,250,000 

10 冯建峰 5,000,000   5,000,000 3.06% 3,750,000 1,250,000 

合计 123,846,723  123,846,723 75.74% 56,333,334 67,513,389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刘巧珍女士与董晓源先生为母子关系； 

2.刘巧珍女士与董晓磊先生为母子关系； 

3.董晓源先生为董晓磊先生之兄； 

4.董晓磊为登封市中岳高压电瓷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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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违约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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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6 

2018-058 

201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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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 - -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 - -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 - - 

失信情况 否 - - - 

 

1、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公司与关联方登封市中岳高压电瓷电器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签订了总金额为 1000 万、期限为 1 年的 《借款协议》，约定在协议签订后两个月内，

登封市中岳高压电瓷电器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 1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利率参照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  

2、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向中行登封支行申请一年期流动 资金贷款 1500 万元，该

事项已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因最终银行审批结果追加

郑州市禧瑞科技有限公司、董松慧、刘巧珍、董晓源、董晓磊为该笔业务提供担保。 

 3、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向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申请一年期流动

资金贷款 500 万元，该事项已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因最终银行审批结 果追加董松慧、董晓源、李希涛为该笔业务提供担保。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1、筹谋村企联建，落实精准扶贫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河南省委及市委、市政府的精准扶贫部署，切实做好扶贫工作，2017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与登封市卢店镇刘家沟村支部委员会签署了相关的协议书，计划通过产业植入提供就业

岗位集聚闲散劳动力，改善该区域的人文、经济状况等现状，实现“精准脱贫、真脱贫、脱真贫”。 

2、校企联动，促进大学生就业： 

积极推动大学生就业，为企业管理经营引入新生命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落实与郑州大学、河南

理工学院等高等学府的人才实习基地方针。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审计意见 -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 

审计报告编号 - 

审计机构名称 - 

审计机构地址 - 

审计报告日期 - 

注册会计师姓名 -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 

审计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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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0,788.39 103,633,7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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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107.00 22,412,954.40 

应收账款 141,055,330.96 103,077,501.48 

预付款项 25,185,987.65 7,257,0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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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93,044.82 6,404,031.8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0,514,397.51 39,154,212.8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893,228.35 495,146.05 

流动资产合计 247,786,884.68 282,434,640.4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459,727.41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65,923,536.15 117,043,264.65 

在建工程 36,310,045.50 72,126,2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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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19,043.73 29,740,458.33 

开发支出 14,368,972.66 4,260,304.86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88,625.31 1,088,625.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59,764,737.16  31,658,180.31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8,274,960.51 256,376,776.66 

资产总计 556,061,845.19 538,811,417.1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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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000.00 8,472,324.24 

应付账款 49,503,051.93 35,602,248.69 

预收款项 1,021,919.88 185,567.2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6,048,600.48 1,851,080.39 

应交税费 1,124,458.69 1,650,079.4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010,229.52 15,031,0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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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46,681.60 24,247,593.06 

其他流动负债 1,991,666.70   

流动负债合计 134,806,608.80 117,039,956.4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57,600,000.00 63,17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4,630,631.83 5,665,692.3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216,666.7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2,230,631.83 71,052,359.01 

负债合计 197,037,240.63 188,092,315.4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63,518,866.00 163,518,866.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58,514,581.84 159,752,317.6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581,090.59 2,581,090.5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4,410,066.13 24,866,827.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59,024,604.56 350,719,101.69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9,024,604.56 350,719,101.6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56,061,845.19 538,811,417.10 

 法定代表人： 董晓源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郑远方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周国振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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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0,788.39 103,633,7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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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107.00 22,412,954.40 

应收账款 141,055,330.96 103,077,501.48 

预付款项 25,185,987.65 7,257,017.43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7,693,044.82 6,404,031.83 

存货       50,514,397.51  39,400,303.2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893,228.35 495,146.05 

流动资产合计 247,786,884.68 282,680,730.8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459,727.41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65,923,536.15 117,043,264.66 

在建工程 36,310,045.50 72,126,2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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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19,043.73 29,740,458.33 

开发支出 14,368,972.66 4,260,304.86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88,625.31 1,088,625.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59,764,737.16  31,658,180.31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8,274,960.51 266,376,776.67 

资产总计 556,061,845.19 549,057,507.5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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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000.00 8,472,324.24 

应付账款 49,503,051.93 35,602,248.69 

预收款项 1,021,919.88 185,567.20 

应付职工薪酬 6,048,600.48 1,851,080.39 

应交税费 1,124,458.69 1,348,217.4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010,229.52 23,274,623.71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8,246,681.60  24,247,593.06 

其他流动负债 1,991,666.70   

流动负债合计 134,806,608.80 124,981,654.6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57,600,000.00 63,17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4,630,631.83 5,665,692.3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216,666.7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2,230,631.83 71,052,359.01 

负债合计 197,037,240.63 196,034,013.7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63,518,866.00 163,518,866.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58,514,581.84 159,752,317.6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581,090.59 2,581,090.5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4,410,066.13 27,171,219.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9,024,604.56 353,023,493.8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556,061,845.19 549,057,5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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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营业收入 118,973,825.89 138,326,462.3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94,572,550.70 108,239,5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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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676.83 1,078,851.36 

销售费用 1,509,743.94 2,118,875.62 

管理费用 9,573,567.40 10,741,561.56 

财务费用 5,445,010.24 7,772,076.68 

资产减值损失 610,110.48 991,3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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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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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577.9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527,220.97 7,384,204.26 

加：营业外收入 2,491,214.77 2,218,101.00 

减：营业外支出 45,856.50 381,405.8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972,579.24 9,220,899.44 

减：所得税费用 2,104,509.87 1,637,160.6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868,069.37 7,583,7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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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868,069.37 7,583,738.8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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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868,069.37 7,583,7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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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_董晓源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郑远方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周国振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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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73,825.89 137,005,130.66 

减：营业成本 94,572,550.70 106,989,764.55 

税金及附加 808,676.83 1,078,037.89 

销售费用 1,509,743.94 2,046,152.98 

管理费用 9,573,567.40 10,502,844.15 

财务费用 5,445,010.24 7,663,860.29 

资产减值损失 610,110.48 -1,905,7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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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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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577.9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527,220.97 10,630,256.47 

加：营业外收入 2,491,214.77 2,218,101.00 

减：营业外支出 45,856.50 373,995.2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972,579.24 12,474,362.25 

减：所得税费用 2,104,509.87 2,125,180.0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868,069.37 10,349,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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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8,069.37 10,349,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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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45,980.02 78,961,0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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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43,701.63 120,973,750.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7,889,681.65 199,934,825.5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0,656,720.31 92,093,1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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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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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3,032.48 10,728,137.69 

支付的各项税费 4,066,779.26 6,292,395.4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333,174.71 99,840,835.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6,019,706.76 208,954,50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130,025.11 -9,019,675.9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0,4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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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0,476.73 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7,710,928.00 12,767,554.4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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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10,928.00 12,767,554.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680,451.27 -12,767,5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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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0 102,5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340,000.00 25,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340,000.00 127,5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3,110,000.00 118,51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947,999.21 5,962,6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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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3,359.81 10,594,613.7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131,359.02 135,067,224.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91,359.02 -7,567,2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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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01,835.40 -29,354,454.7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6,046,730.79 38,833,481.7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444,895.39 9,479,027.07 

法定代表人：__董晓源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郑远方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周国振__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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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45,980.02 76,734,986.0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443,701.63 120,932,817.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7,889,681.65 197,667,803.0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0,656,720.31 90,352,717.8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963,032.48 9,893,691.21 

支付的各项税费 4,066,779.26 6,262,684.9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333,174.71 99,690,715.3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6,019,706.76 206,199,80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130,025.11 -8,532,006.3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0,4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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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0,476.73 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7,710,928.00 12,767,554.4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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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10,928.00 12,767,554.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680,451.27 -12,767,5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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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0 102,5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340,000.00 25,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340,000.00 127,5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3,110,000.00 118,51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947,999.21 5,962,610.58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073,359.8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131,359.02 10,594,613.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91,359.02 135,067,224.3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7,567,224.3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6,601,835.40 -28,866,785.0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6,046,730.79 38,129,304.4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444,895.39  -9,262,51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