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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 指 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 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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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本季度、本报告期 指 2018年 7月 1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 

报告期末 指 2018年 9月 30日 

上年度末 指 2017年 12月 31 日 

年初至报告期末 指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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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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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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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hanghai Narcissus Electric Appliances Co.,Ltd 

证券简称 水仙 A5/B5 

证券代码 400008/420008 

法定代表人 夏暘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

负责人 

刘珏 

是否具备董事会秘书任

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07275836X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3640.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静安区汶水路 8 号 9 幢 

联系电话 021-56651410 

办公地址 上海静安区汶水路 8 号 9 幢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比例 

总资产 36,990,057.80 34,622,182.76 6.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829,315.73 -47,657,919.83 -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11 5.0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2 2.31 -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比

例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336,714.12 -45.02 11,079,716.18 -31.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4,356.77 469.11 828,604.10 113.0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4,356.77 469.11 828,604.10 113.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97,546.26 -17.63 -6,499,186.50 54.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6 469.11 0.0035 113.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6 469.11 0.0035 113.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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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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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至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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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49,312 53,95% - 127,549,312 53,9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08,851,688 46.05% - 108,851,688 46.0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1,060,020 21.60%  51,060,020 21.60%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236,401,000 — - 236,401,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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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纳赛斯投

资发展中心 

51,060,020 
- 

51,060,020 21.60% 51,060,020 
- 

2 上 海 新 工 联

（集团）有限

公司 

31,834,000 

- 

31,834,000 13.47% 31,834,000 

- 

3 严振华 2,811,309 - 2,811,309 1.19% - 2,811,309 

4 上海国际集团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640,000 

- 

2,640,000 1.12% 2,640,000 

 

5 上海氯碱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2,640,000 
- 

2,640,000 1.12% 2,640,000 
- 

6 太 平 洋 机 电

（集团）有限

公司 

2,200,000 

- 

2,200,000 0.93% 2,200,000 

- 

7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行 

1,746,800 

- 

1,746,800 0.74% 1,746,800 

- 

8 张国华 1,708,700 - 1,708,700 0.72% - 1,708,700 

9 上海力蒙贸易

有限公司 

1,540,000 
- 

1,540,000 0.65% 1,540,000 
- 

10 澹台恒义 1,418,099 - 1,418,099 0.60% - 1,41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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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9,598,928 - 99,598,928 42.13% 93,660,820 5,938,108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未知前十名可转让股份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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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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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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

资金 

否 - - -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 - -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是 是 201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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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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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8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四）董事会秘书变动情况及任职资格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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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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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27,433.13 24,226,6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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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0 3,447,274.42 

预付款项 12,935,828.70 3,602,320.9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428,950.39 428,9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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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7,878.67 2,787,878.67 

流动资产合计 36,880,090.89 34,493,044.0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0.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624.00 24,624.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5,342.91 104,514.71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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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9,966.91 129,138.71 

资产总计 36,990,057.80 34,622,182.7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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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651,606.19 7,129,795.35 

预收款项 5,428,820.73 2,495,438.6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57,390,404.96 57,151,234.97 

其他应付款 9,365,256.98 9,603,4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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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00.00 62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78,456,088.86 76,999,8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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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负债 3,050,000.00 3,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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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0.00 3,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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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81,506,088.86 80,049,882.5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36,401,000.00 236,401,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95,679,476.54 295,679,476.5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6,618,563.50 36,618,563.5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15,528,355.77 -616,356,959.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6,829,315.73 -47,657,919.83 

少数股东权益 2,313,284.67 2,230,220.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44,516,031.06 -45,427,699.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6,990,057.80 34,622,182.76 

 法定代表人：__夏暘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蔡青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蔡青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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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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744.91 4,818,1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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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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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204.64 968,204.64 

流动资产合计 5,694,949.55 5,786,393.9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624.00 24,624.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9,000,000.00 9,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6,918.59 56,090.39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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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9,061,542.59 9,080,714.39 

资产总计 14,756,492.14 14,867,1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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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651,606.19 5,651,606.19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57,106,050.28 57,090,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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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9,104,173.43 9,311,854.27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20,000.00 62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72,481,829.90 72,673,4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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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负债 3,050,000.00 3,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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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0.00 3,050,000.00 

负债合计 75,531,829.90 75,723,468.6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36,401,000.00 236,401,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95,679,476.54 295,679,476.5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6,618,563.50 36,618,563.5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29,474,377.80 -629,555,400.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60,775,337.76 -60,856,360.2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4,756,492.14 14,867,1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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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5,336,714.12 9,706,417.87 

其中：营业收入 5,336,714.12 9,706,417.8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113,350.55 9.501.117.79 

其中：营业成本 3,875,990.33 8,434,2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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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9.74 5,984.94 

销售费用  303,573.85 

管理费用 678,959.96 801,939.77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449,509.48 -44,667.79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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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23,363.57 205,300.08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223,363.57 205,300.08 

减：所得税费用 303,889.58 57,749.6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19,473.99 147,5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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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17.22 -2,569.85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54,356.77 150,1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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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472.99 147,550.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854,356.77 150,120.3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65,117.22 -2,569.8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36 0.000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36 0.0006 

 法定代表人：__夏暘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蔡青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蔡青______ 

 

4.母公司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1,067,942.99 1,082,886.92 

减：营业成本 167,371.60 193,772.75 

税金及附加 7,909.74 5,984.94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598,466.29 651,766.01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113.95 364.68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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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95,309.31 230,998.54 

加：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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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95,309.31 230,998.54 

减：所得税费用 27,007.50 57,749.63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68,301.81 173,2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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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11 0.0007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11 0.0007 

 

5.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1,079,716.18 16,271,961.33 

其中：营业收入 11,079,716.18 16,271,961.3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9,864,157.88 15,701,958.02 

其中：营业成本 7,314,132.93 12,972,213.9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2,187.93 35,563.63 

销售费用 30,778.30 405,3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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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3,025,315.25 2,425,859.61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538,256.53 -137,033.51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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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15,558.30 570,003.3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9,904.8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215,558.30 530,098.44 

减：所得税费用 303,889.58 147,064.1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11,668.72 383,0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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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64.62    -5,815.82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8,604.10 388,8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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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668.72 383,034.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828,604.10 388,850.1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83,064.62 -5,815.82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35 0.0016 



- 18 -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35 0.0016 

 法定代表人：___夏暘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蔡青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蔡青_____ 

 

6.母公司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3,326,462.58 3,379,870.19 

减：营业成本 775,641.19 855,391.99 

税金及附加 32,187.93 35,563.63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411,367.58 1,864,434.43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764.12 223.49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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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8,030.00 624,256.6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6,0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8,030.00 588,256.65 

减：所得税费用 27,007.50 147,064.1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81,022.50 441,1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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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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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综合收益总额 81,022.50 441,192.49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03 0.0019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03 0.0019 

 

7.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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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6,001.58 26,666,1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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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188.57 2,894,891.3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060,863.86 13,475,276.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921,054.01 43,036,301.7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2,621,294.95 30,886,7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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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928.34 982,591.37 

支付的各项税费 315,641.35 12,115,714.6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008,375.87 13,295,963.6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2,420,240.51 57,281,040.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99,186.50 -14,244,7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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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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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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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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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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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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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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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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9,186.50 -14,244,738.5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226,619.63 30,790,652.6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727,433.13 16,545,914.18 

 法定代表人：__夏暘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蔡青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蔡青______ 

 

8. 母公司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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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6,462.58 3,284,225.4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735,158.50 5,279,188.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061,621.08 8,563,414.0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75,641.14 560,461.1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34,397.34 680,049.3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9,184.22 308,320.9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383,842.81 6,662,038.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153,065.51 8,210,869.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1,444.43 352,5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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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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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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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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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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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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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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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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1,444.43 352,544.1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18,189.34 1,449,467.6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26,744.91 1,802,01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