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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股份公司、公司、讯

众通信、讯众股份 
指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讯众通信

有限 
指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云讯科技 指 北京云讯科技有限公司 

众麦通信 指 北京众麦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及时会 指 北京及时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鼎疏 指 上海鼎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

则》 

股东大会 指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股东会 指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 指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管理层 指 
对公司决策、经营、管理负有领导职责的人员，包括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主办券商、南京证券 指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电信运营商 指 
提供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接入的通信服务公司。中国三

大电信运营商分别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增值电信 指 
增值电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附加的电信与信息服务

业务。从业务分类上，它对应于基础电信业务。 

呼叫中心 指 
一种基于计算机电话集成（CTI）技术、与企业连为一体的一个完

整的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微信建站 指 基于腾讯公司提供的微信公众平台，为企业提供微网站建设服务。 

云计算 指  
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

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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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 指 
一种用于电信号转发的网络设备，可以为接入交换机的任意两个

网络节点提供独享的电信号通路。 

CTI 技术 指 

计算机电信集成技术，是呼叫中心系统的核心技术。CTI 技术跨

计算机技术和电信技术两大领域，涉及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

用户设备的信息系统、交互语音应答、呼叫中心系统、增值业务

功能、IP 电话和硬件核心技术等。 

CRM 指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是指企业用 CRM 技术来管理与客户之间的关

系的一种软件系统。 

IVR 指 
语音流程处理系统，是基于最新计算机与通信集成技术（CTI）的

智能化信息自动应答系统。 

报告期、本期 指 2018 年 1-3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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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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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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 

    不适用 

2、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董事许柏明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也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3、 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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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Beijing Xunzho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挂牌时间 2015 年 06 月 16 日 

证券简称 讯众股份 

证券代码 832646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交易 

法定代表人 朴圣根 

董事会秘书 胡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82884121J 

注册资本 79,525,153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6 号 6 层 605 
联系电话 010-88589900-8000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 16 号院东煌大厦 2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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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561,971.12  237,474,910.62 0.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2,225,549.64  220,615,304.46 0.7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0.16% 13.4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24% 7.10%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93,594,547.92  59,325,536.22 57.7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8,780.06  5,877,780.31 -72.8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8,780.06 5,877,780.31  -7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51,571.48  -11,616,755.08 -8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7 -88.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7 -88.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2% 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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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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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77,003 61.46% -584,550  48,292,453  60.7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330,100 2.93% 0  2,330,100  2.93% 
      董事、监事、高管 3,037,250 3.82% 194,850  3,232,100  4.06%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0,648,150 38.54% 584,550  31,232,700  39.2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5,744,500 32.37% 0  25,744,500  32.37% 
      董事、监事、高管 30,648,150 38.54% -1,080,450  29,567,700  37.18%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79,525,153 — 0  79,525,153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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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圣根 28,074,600 0 28,074,600 35.30% 25,744,500 2,330,100 

2 

联通创新互联成

都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219,316 0 7,219,316 9.08% 0 7,219,316 

3 

景宁光大紫雨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2,954,545 0 2,954,545 3.72% 0 2,954,545 

4 

珠海融益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272,727 0 2,272,727 2.86% 0 2,272,727 

5 

北京龙马汇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
宁波龙马龙腾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2,268,000 0 2,268,000 2.85% 0 2,268,000 

6 
北京东方华盖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2,223,525 0 2,223,525 2.80% 0 2,223,525 

7 岳端普 2,052,000 0 2,052,000 2.58% 1,620,000 432,000 

8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800,000 0 1,800,000 2.26% 0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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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800,000 0 1,800,000 2.26% 0 1,800,000 

10 牛杰 1,665,000 0 1,665,000 2.09% 1,665,000 0 
合计 52,329,713 0 52,329,713 65.80% 29,029,500 23,300,213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朴圣根持有北京东方华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99万元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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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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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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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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 

见公开转让

说明书第一

节第三、第

三节第五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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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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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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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15,525.12  66,322,2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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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72,211,013.48  72,220,326.29 

预付款项  90,350,257.39  74,093,2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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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6,754.57  3,715,474.5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569.93  3,569.93 

流动资产合计  219,057,120.49  216,354,891.6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134,151.39  12,134,151.39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713,193.20  7,208,748.14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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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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商誉  111,460.29  111,460.29 

长期待摊费用  919,103.23  1,038,986.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626,942.52  626,672.86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504,850.63  21,120,018.94 

资产总计  239,561,971.12  237,474,910.6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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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  15,691.00  15,691.00 

预收款项  9,158,270.06  8,985,349.3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54,198.39  154,198.39 

应交税费  2,544,575.88  7,265,544.16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13,686.15  438,8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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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7,336,421.48  16,859,606.1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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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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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17,336,421.48  16,859,606.1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79,525,153.00  79,525,153.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94,651,920.86 94,651,920.8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0,038,847.96 10,038,847.9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8,009,627.82  36,399,382.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2,225,549.64  220,615,304.4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2,225,549.64  220,615,304.4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9,561,971.12  237,474,910.62 

 法定代表人：朴圣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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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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51,321.50  60,546,0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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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70,399,638.27  69,888,729.51 

预付款项  87,371,671.95  73,341,390.7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0,042,301.53  3,069,248.00 

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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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64,933.25  206,845,464.2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134,151.39  12,134,151.39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0,050,000.00  40,05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625,854.37  7,153,466.24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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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919,103.23  1,038,986.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5,948.21  585,948.2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0,315,057.20  60,962,552.10 

资产总计  265,579,990.45  267,808,016.3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14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4,491.00 14,491.00 

预收款项 8,874,115.56 8,796,669.05 

应付职工薪酬 129,532.22 129,532.22 

应交税费 2,439,564.11 7,027,198.3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5,537,113.52 19,965,725.0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6,994,816.41 35,933,615.6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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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26,994,816.41 35,933,615.6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9,525,153.00 79,525,153.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94,651,920.86 94,651,920.8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0,038,847.96 10,038,847.9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4,369,252.22 47,658,478.8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8,585,174.04 231,874,400.6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65,579,990.45 267,808,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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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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94,547.92 59,325,536.22 

其中：营业收入 93,594,547.92 59,325,536.2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90,908,089.41 53,224,935.09 

其中：营业成本 78,342,908.13 48,469,4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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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91.27 36,746.70 

销售费用 4,159,857.42 1,938,174.77 

管理费用 8,087,028.39 2,456,732.36 

财务费用 -19,301.86 323,820.59 

资产减值损失 223,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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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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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686,458.51 6,100,601.1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93.6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686,364.88 6,100,601.13 

减：所得税费用 1,087,584.82 222,820.8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98,780.06 5,877,7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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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8,780.06 5,877,7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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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8,780.06 5,877,780.3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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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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8,780.06 5,877,780.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598,780.06 5,877,7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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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17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17 

 法定代表人：朴圣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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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03,470.32 59,325,536.22 

减：营业成本 77,078,242.09 48,469,460.67 

税金及附加 96,218.11 36,629.50 

销售费用 1,333,805.30 1,125,905.51 

管理费用 5,693,131.20 2,450,022.36 

财务费用 -19,381.64 314,551.66 

资产减值损失 222,8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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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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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798,627.85 6,928,966.52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798,627.85 6,928,966.52 

减：所得税费用 1,087,854.48 222,820.8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710,773.37 6,706,1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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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6,710,773.37 6,706,1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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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0,773.37 6,706,1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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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59,895.65 70,818,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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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71,563.16 6,812,628.7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3,431,458.81 77,630,638.9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6,858,703.27 67,518,6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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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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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393,485.15 4,131,479.37 
 

支付的各项税费 7,815,130.53 1,494,345.7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1,915,711.34 16,102,907.9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4,983,030.29 89,247,394.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51,571.48 -11,616,7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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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69.13 51,422.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0,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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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168.13 51,422.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168.13 -51,422.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4,998,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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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0,000.00 1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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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0,000.00 47,998,24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3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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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0,708.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50,000.00 41,667,5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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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6,739.61 29,999,354.7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6,322,264.73 6,626,628.0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9,215,525.12 36,625,982.81 

 法定代表人：朴圣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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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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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6,958,847.81 70,468,010.18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669,272.82 5,777,143.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7,628,120.63 76,245,153.2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5,798,782.50 67,198,660.9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83,247.01 3,547,669.43 

支付的各项税费 7,089,552.68 1,473,130.1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886,265.80 15,150,057.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0,457,847.99 87,369,518.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29,727.36 -11,124,3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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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48.13 51,422.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0,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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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47.13 51,422.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047.13 -51,422.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4,998,24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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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98,24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30,708.1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330,708.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67,5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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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94,774.49 30,491,744.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0,546,095.99 5,386,775.3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451,321.50 35,878,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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