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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 指 湖南桃花江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湖南桃花江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湖南桃花江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湖南桃花江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经股份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现行有效的股份公司章程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报告期、本期 指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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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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薛志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龚珊珊保证季度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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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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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湖南桃花江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HUNAN TAOHUAJIANG BAMBOO TECHNOLOGY CO.,LTD 

挂牌时间 2016-06-30 

证券简称 湖南竹材 

证券代码 837729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薛志成 

董事会秘书 薛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900736773663K 

注册资本 2820 万元 

注册地址 湖南桃江经济开发区 

联系电话 0737-8212768 

办公地址 湖南桃江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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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62,377.70      85,554,563.67  14.9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364,025.03      49,017,426.48  2.7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8.80% 42.7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8.80% 42.71%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2,786,507.72      14,717,384.59  122.7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6,598.55      -1,366,840.34  -198.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2,767.84      -1,366,840.34  -18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799.34      15,809,508.07      -111.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1%               -3.58%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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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金额 

政府补助 263,720.00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2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63,330.25 

所得税影响数 39,499.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23,8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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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8,500 24.18% 85,000 6,903,500 24.4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412,000 0.15% 0 412,000 0.15% 

      核心员工 501,000 1.78% 0 501,000 1.78%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1,381,500 75.82% -85,000 21,296,500 75.5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200,000 53.9% 0 15,200,000 53.9% 

      董事、监事、高管 20,291,500 71.96% 0 20,291,500 71.96% 

      核心员工 0 0  0  

     总股本 28,200,000 — 0 28,2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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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成 13,700,000 0 13,700,000 48.58% 13,700,000 0 

2 薛蕾 5,342,000 0 5,342,000 18.94% 4,950,000 392,000 

3 沈海英 1,500,000 0 1,500,000 5.32% 1,500,000 0 

4 薛华英 1,172,500 0 1,172,500 4.16% 0 1,172,500 

5 薛青云 1,100,000 0 1,100,000 3.90% 100,000 1,000,000 

6 薛干湘 350,000 0 350,000 1.24% 350,000 0 

7 纪晟亭 332,000 0 332,000 1.18% 0 332,000 

8 林子晨 260,000 0 260,000 0.92% 0 260,000 

9 何学松 250,000 0 250,000 0.89% 0 250,000 

10 盛登峰 250,000 0 250,000 0.89% 0 250,000 

合计 24,256,500 0% 24,256,500 86.02% 20,600,000 3,65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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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薛志成与股东沈海英为夫妻关系，

与薛蕾为父女关系，薛蕾与沈海英为母女关系，薛志成与薛青云为姐弟关系，与薛干湘为兄弟关系，

薛干湘与薛华英为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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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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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是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1、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2014 年 9 月 28 日，出租方沈海英与承租方桃花江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营销中心办事处（以

下简称“办事处”）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坐落在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 828号杰座大厦

1904 房无偿出租给办事处；房屋建筑面积 79.86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9 月 28 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28 日止。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天心字第 710247891 号，此关联情况不存在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公告编号：2017-017。 

薛志成、沈海英、薛干湘 2015 年 4 月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签订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43000112100415030005，最高担保额度 1,600.00 万元。该事项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2、承诺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并严格执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无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湖南桃花江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存在竞争的业务，不在中国境内

参与任何与股份公司可能存在竞争的相关事务，不以任何形式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的经济实体、机

构；公司全体董高监出具承诺，并严格按照承诺要求执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决策、制度；严格执行章程中

关于关联交易相关决策，落实“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报告期内，股份公司没有发生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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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资产 
权利受限类

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

例 
发生原因 

固定资产-房屋及建

筑物 
抵押受限 22,332,326.82 22.70% 借款抵押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

权 
抵押受限 5,272,087.90 5.36% 借款抵押 

总计 - 27,604,414.72 28.06% -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切实维护员工利益；注重

产品质量，履行合同，切实保障了消费者及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公司经营良好，信息披露及时，保障股

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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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意见 无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无  

审计报告编号 无 

审计机构名称 无 

审计机构地址 无 

审计报告日期 无 

注册会计师姓名 无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否 

审计报告正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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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5,876.57                821,7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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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3,766.40           6,541,456.75  

预付款项           4,498,101.18           6,249,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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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051.88             611,907.7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9,309,743.20          22,157,220.86  

持有待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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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44,211,539.23          36,381,4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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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0,033,809.61          30,465,281.88  

在建工程          13,899,310.70           8,447,3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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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6,683.45           7,409,529.3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59,706.22              59,706.2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91,328.49           2,791,328.49  

非流动资产合计          54,150,838.47          49,173,146.53  

资产总计          98,362,377.70          85,554,563.6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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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1,028.98           5,127,812.81  

预收款项           6,944,292.96           6,334,911.1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208,168.06           1,066,262.92  

应交税费           1,971,282.60           2,075,536.85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36,614.16           1,055,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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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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1,863.70           5,476,491.29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9,713,250.46          21,136,716.2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357,780.57           1,709,829.31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21,871.64              21,871.6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5,905,450.00          13,668,72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285,102.21          15,400,420.95  

负债合计         47,998,352.67          36,537,137.1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8,200,000.00          28,2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840,737.23           6,840,737.2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397,668.93           1,397,668.9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3,925,618.87          12,579,020.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0,364,025.03          49,017,426.48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364,025.03 49,017,426.4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8,362,377.70          85,554,563.67  

 法定代表人：_薛志成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薛蕾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龚珊珊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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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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5,876.57                 821,7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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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3,766.40           6,541,456.75  

预付款项          4,498,101.18           6,249,082.09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794,051.88             611,907.74  

存货         29,309,743.20          22,157,2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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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11,539.23          36,381,4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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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0,033,809.61          30,465,281.88  

在建工程         13,899,310.70           8,447,3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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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6,683.45           7,409,529.3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59,706.22              59,706.2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91,328.49           2,791,328.49  

非流动资产合计         54,150,838.47          49,173,146.53  

资产总计         98,362,377.70          85,554,563.6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5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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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081,028.98           5,127,812.81  

预收款项          6,944,292.96           6,334,911.18  

应付职工薪酬          1,208,168.06           1,066,262.92  

应交税费           1,971,282.60           2,075,536.85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36,614.16           1,055,701.19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971,863.70           5,476,491.29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9,713,250.46          21,136,716.2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357,780.57           1,709,829.31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21,871.64              21,871.6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5,905,450.00          13,668,72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285,102.21          15,400,420.95  

负债合计        47,998,352.67          36,537,137.1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8,200,000.00          28,2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840,737.23           6,840,737.2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397,668.93           1,397,668.9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3,925,618.87          12,579,020.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364,025.03          49,017,426.4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98,362,377.70          85,554,5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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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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86,507.72       14,717,384.59  

其中：营业收入      32,786,507.72       14,717,384.59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1,703,239.42       16,084,224.93  

其中：营业成本      28,523,992.08       13,031,2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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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494.88           45,288.24  

销售费用         628,197.87          524,642.52  

管理费用       2,092,768.58        2,358,049.94  

财务费用         234,786.01          125,010.89  

资产减值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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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268.30       -1,366,840.34  

加：营业外收入         263,330.25    

减：营业外支出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46,598.55       -1,366,840.34  

减：所得税费用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346,598.55       -1,366,8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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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598.55       -1,366,8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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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598.55       -1,366,840.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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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0.0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6  

 法定代表人：_薛志成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薛蕾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龚珊珊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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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86,507.72          14,717,384.59  

减：营业成本       28,523,992.08          13,031,233.34  

税金及附加          223,494.88              45,288.24  

销售费用       628,197.87            524,642.52  

管理费用        2,092,768.58           2,358,049.94  

财务费用        234,786.01           125,010.89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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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268.30          -1,366,840.34  

加：营业外收入          263,330.25                    -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46,598.55          -1,366,840.34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366,8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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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598.5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346,598.55          -1,366,8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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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598.55          -1,366,8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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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9,186.33       18,779,7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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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4,799.93       17,611,308.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113,986.26       36,391,066.2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0,037,324.79       16,557,2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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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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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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326.25        1,279,646.77  

支付的各项税费         942,545.39           62,602.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9,589.17        2,682,053.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896,785.60       20,581,55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799.34       15,809,5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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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9,164.21          -42,8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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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9,164.21          -42,845.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9,164.21           42,8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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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4,681.26       -4,434,4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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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4,681.26       -4,434,4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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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90.84          425,6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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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90.84          425,642.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36,090.42       -4,860,0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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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4,126.87       10,992,308.5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21,749.70          945,648.0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65,876.57       11,937,956.65  

法定代表人： 薛志成     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薛蕾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龚珊珊_____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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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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9,186.33       18,779,757.46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04,799.93       17,611,308.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113,986.26           36,391,066.2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0,037,324.79       16,557,255.1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97,326.25        1,279,646.77  

支付的各项税费        942,545.39          62,602.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9,589.17        2,682,053.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896,785.60       20,581,55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799.34       15,809,5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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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9,164.21          -42,8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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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9,164.21          -42,845.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9,164.21           42,8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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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4,681.26       -4,434,4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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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4,681.26       -4,434,4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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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90.84          425,642.8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8,590.84          425,642.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36,090.42       -4,860,0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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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4,126.87       10,992,308.5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21,749.70          945,648.0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65,876.57       11,937,95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