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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ST 全新             公告编号：2021—080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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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2,894,643.55 492.69% 127,846,672.38 28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27,900.76  -2,311,95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856,933.36 -27.60% 6,643,340.31 -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 -10,676,842.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1  -0.0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1  -0.0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04% 7.76% -3.65% 20.7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28,618,242.30 364,394,022.55 1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62,159,914.99 64,471,874.03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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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170,709.56 -1,220,523.00 证券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10.09 85,135.0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723,534.65 -7,819,911.41 

对应收练卫飞计提的坏

账以及国债逆回购投资

收益 

合计 -2,884,834.12 -8,955,299.35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列(％) 变动原因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货币资金   78,944,157.15   51,169,141.91   54.28   主要为本期收回证券投资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88,629.20   12,615,503.00   -73.93   本期证券投资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5,591,660.71   48,281.76   11,481.31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存货   18,542,206.36   1,424,409.12   1,201.75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287,151.89   314,578.18   944.94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应付账款   20,404,134.61   5,733,742.89   255.86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1,583,061.06   3,330,111.07   247.83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营业收入   127,846,672.38   33,608,786.41   280.40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营业成本   100,144,583.47   9,944,995.79   906.98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销售费用   2,634,973.06   296,969.60   787.29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投资收益   -3,570,235.19   -13,983,380.10   不适用   本期证券投资亏损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2,418,800.54   -26,174,265.49   不适用   主要为期末持有的证券市值增

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8,672,730.98   -5,678,069.54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对因计提仲裁案件

利息而新增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

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13,753.59   4,409,127.00   -74.74   本期应缴所得税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11,959.04   -45,516,937.06   不适用   本期证券投资亏损减少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33,031,622.00   33,991,466.93   291.37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125,710,209.90   6,648,543.41   1,790.79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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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59,349.58   5,758,632.88   -36.45   本期支付的所得税较上期减少

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0,655,058.38   25,837,755.02   -58.76   主要为上期支付王坚和解款及

业主诉讼案款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10,175,439.15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收回证券投资。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34,260.24   -15,234,015.37   不适用   主要为上期证券投资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9,000,000.00    不适用   子公司新城福德汽车的少数股

东投资。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7,811,434.09   -23,657,454.78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借款增加及收回证

券投资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9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汉富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25% 49,382,527 0 

质押 45,000,127 

冻结 45,000,127 

深圳市博恒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2% 37,500,000 37,500,000   

融通富国（深

圳）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融

通富国成长 8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7% 16,862,624 0   

陈卓婷 境内自然人 3.89% 13,494,072 0   

洛克化学（深

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 5,236,200 0   

福州赢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赢华启晟一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6% 4,373,100 0   

崇仁县星链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9% 3,763,500 0   

蒋锡才 境内自然人 0.91% 3,155,140 0   

陆风君 境内自然人 0.87% 3,010,700 0   

周湘东 境内自然人 0.79% 2,752,4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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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汉富控股有限公司 49,382,527 人民币普通股 49,382,527 

融通富国（深圳）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融通富国成长 8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6,862,624 人民币普通股 16,862,624 

陈卓婷 13,494,072 人民币普通股 13,494,072 

洛克化学（深圳）有限公司 5,236,200 人民币普通股 5,236,200 

福州赢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赢华启晟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4,3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373,100 

崇仁县星链科技有限公司 3,763,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63,500 

蒋锡才 3,155,140 人民币普通股 3,155,140 

陆风君 3,0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0,700 

周湘东 2,75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2,400 

郑珍 2,65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大股东中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陈卓婷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或关联关系。其余股东之间未进行询证，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融通富国（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融通富国成长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的 8,275,714 股，周湘东所持 1,650,200 股公司股份参与融资融券。  

(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1、由于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3.11条规定，若公司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指标相应年度的次一

年度出现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2、因汉富控股前期承诺其与北京泓钧股权转让尾款用于补偿上市公司吴海萌、谢楚安相关仲裁、诉讼的损失，基于汉富控

股现状及相关案件实际损失已经产生，公司以汉富控股、北京泓钧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9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2021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

京03民初534号，法院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6）,公司已再次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1年10月26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2021）京03民初696号，法院裁定驳回原告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7日披露的《关

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7）。上述裁定暂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公司将继续上诉，如最终

未能胜诉，公司需增加损失计提，进而对财务产生不良影响。 

3、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司法拍卖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汉富控股持有公司股

份3,920万股进入司法拍卖程序。2020年1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

法院公告拍卖暂缓。 

4、2020年11月公司收到汉富控股邮件送达的《关于变更承担全新好诉讼（仲裁）损失承诺的函》，汉富控股未经合规程序取

消其前期所作公开承诺，深圳证监局已责令其整改，目前尚未收到汉富控股相关整改措施。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披露

的《关于股东承诺履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 

5、经公司与北京泓钧协商，北京泓钧同意以人民币12,000万元的价格回购公司持有宁波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并购基金的全部合伙份额（即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7,713.04万元，占合伙企业全部认缴财产份额的8.15%）并签订

《回购协议》（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参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33），截止

本报告，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收到北京泓钧股权回购款200万元，同时北京泓钧函件告知公司剩余部分股权回购款于2021

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成。 

6、2021年1月29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部分被强制平仓，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日披露的《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被强制平仓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2021年6月16日汉富控股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3,450,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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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2021年9月15日汉富控股减持其所有的公司股票2,027,000股，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0.59%，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6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所持有的股票减持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1-067）。依据收购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义务人需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天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交易所

提交书面报告，通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截止本报告期，汉富控股尚未履行相应权益变动披露义务。  

7、公司于2021年8月25日披露《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的公告》，公司子公司联合金控就上汽通用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向盐

城福德提供汽车融资和汽车销售及服务相关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无条件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债务上限为人民币8,000万元，

担保债务发生期间为2021年8月2日至债权人终止与借款人的借款合同之日止，担保期间自担保债务发生期间签署的所有借款

合同中首次提款日或者实际发生之日起，至担保债务发生期间签署的所有借款合同下提供的所有融资中最晚到期的一笔融资

到期日后的两年。 

8、汉富控股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华南国仲深裁吴海萌案件【2020】D77号、【2020】D78号裁决，即不予查封

冻结或拍卖、变卖划拨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名下5,200万元、5,500万元财产。请求撤销王沛雁案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0）粤03民初3211号民事调解书，法院驳回汉富控股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3211号民事调解书的

申请后，公司及汉富控股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2021年8月初，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5日披露的《关于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2021

年10月26日公司收到关于华南国仲深裁【2020】D77号裁决案件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执行通知书》（（2021）

粤03执恢1031号），法院同意申请执行人吴海萌的申请恢复执行，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7日披露的《关于诉讼案件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公司已按《和解协议》计提损失，暂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拟拍卖的现代之窗大厦B座13M

商品房面积为50.21平方米，账面价值17.78万元，公司作为员工宿舍未对外出租。拍卖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不构成影响。如

轮候查封的其他房产未来进一步被强制执行，将影响公司房屋租赁业务开展。 

9、2021年9月中旬，公司收到法务部转交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1）粤0304执33227号、（2021）

粤0304执33228号等法院文件，申请执行人谢楚安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议案，深圳国际仲裁院（2019）深国仲裁3032、3033

号仲裁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责令公司自本通知送达后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承担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申请执行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8）。公司财务针对上述案件已做预计并已提计，同时由于案件第一、三被申请人暂未出裁判结果，公司拟向法院申

请中止执行，最终法院是否同意中止执行申请存在不确定性。 

10、公司子公司江门市都合商贸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并于2021年10月12日取得工商部门核准下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子公司名称为：江门市都合纸业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纸制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

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8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8,944,157.15 51,169,141.9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88,629.20 12,615,503.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3,412,927.58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5,591,660.71 48,281.76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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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83,234,344.62 183,702,961.1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8,542,206.36 1,424,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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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7,151.89 314,578.18 

流动资产合计 306,301,077.51 249,274,875.1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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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84,800.00 23,384,8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42,455,852.70 44,189,824.94 

  固定资产 47,731,760.36 46,220,623.87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7,827,147.10  

  无形资产 121,675.22 169,150.2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790,960.56 1,153,706.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68.85 1,041.7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2,317,164.79 115,119,147.40 

资产总计 428,618,242.30 364,394,022.5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8,916,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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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4,134.61 5,733,742.89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448,891.93 34,0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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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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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571.28 923,892.17 

  应交税费 1,457,722.98 1,216,026.09 

  其他应付款 197,710,374.92 189,960,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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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7,130.06  

  其他流动负债 54,089.60 2,057.42 

流动负债合计 243,215,576.38 197,869,8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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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债   

  租赁负债 5,048,538.37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100,457,494.79 92,568,495.03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6,153,656.71 6,153,656.71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1,659,689.87 98,722,151.74 

负债合计 354,875,266.25 296,592,037.4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46,448,044.00 346,448,04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57,024,158.46 157,024,158.4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59,415,200.00 -59,415,200.0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998,897.98 8,998,897.9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90,895,985.45 -388,584,026.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2,159,914.99 64,471,8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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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 11,583,061.06 3,330,111.07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742,976.05 67,801,985.1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28,618,242.30 364,394,022.55 

法定代表人：陆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桂                       会计机构负责人：魏翔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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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46,672.38 33,608,786.41 

  其中：营业收入 127,846,672.38 33,608,786.4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20,159,333.45 28,744,624.54 

  其中：营业成本 100,144,583.47 9,944,9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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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987.04 901,438.48 

     销售费用 2,634,973.06 296,969.60 

     管理费用 16,662,401.21 17,629,078.69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08,611.33 -27,858.02 

      其中：利息费用 296,804.14  

         利息收入 470,966.57 61,635.33 

  加：其他收益 80,409.91 124,100.24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3,570,235.19 -13,983,380.1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12,141,973.1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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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8,800.54 -26,174,26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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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8,672,730.98 -5,678,069.5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056,416.79 -40,847,453.02 

  加：营业外收入 109,494.77 700,977.73 

  减：营业外支出 24,359.71 1,074,702.5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1,971,281.73 -41,221,177.85 

  减：所得税费用 1,113,753.59 4,409,127.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085,035.32 -45,630,304.85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085,035.32 -45,630,3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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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11,959.04 -45,516,937.06 

  2.少数股东损益 -773,076.28 -113,367.79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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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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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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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5,035.32 -45,630,304.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2,311,959.04 -45,516,937.0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773,076.28 -113,367.7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67 -0.131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67 -0.1314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元。 

法定代表人：陆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桂                       会计机构负责人：魏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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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31,622.00 33,991,4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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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2,219.1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6,800,560.47 8,027,039.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2,764,401.63 42,018,505.9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125,710,209.90 6,648,5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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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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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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6,625.98 12,197,014.03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59,349.58 5,758,632.8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0,655,058.38 25,837,755.0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3,441,243.84 50,441,94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76,842.21 -8,423,439.4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175,4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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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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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175,439.15 42,6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840,681.42 1,155,406.23 

  投资支付的现金  56,678,6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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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497.49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41,178.91 57,834,015.3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34,260.24 -15,234,015.3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9,0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

资收到的现金 
9,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579,8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2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579,8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91,573.4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273,6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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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60,573.6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025,7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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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54,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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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1,434.09 -23,657,454.7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51,044,725.23 43,757,710.5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8,856,159.32 20,100,255.77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2021年起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需要调整年初资产负债表科目 

√ 是 □ 否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01 月 0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1,169,141.91 51,169,141.9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615,503.00 12,615,503.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48,281.76 48,281.76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83,702,961.18 183,702,961.1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424,409.12 1,424,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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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578.18 314,578.18  

流动资产合计 249,274,875.15 249,274,875.1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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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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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84,800.00 23,384,8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44,189,824.94 44,189,824.94  

  固定资产 46,220,623.87 46,220,623.87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3,688,769.31 3,688,769.31 

  无形资产 169,150.22 169,150.2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153,706.64 1,153,706.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41.73 1,041.7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5,119,147.40 115,119,147.40  

资产总计 364,394,022.55 364,394,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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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3,742.89 5,733,742.89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34,059.87 34,0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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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892.17 923,892.17  

  应交税费 1,216,026.09 1,216,026.09  

  其他应付款 189,960,107.27 189,960,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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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0,620.00 2,860,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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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负债 2,057.42 2,057.42  

流动负债合计 197,869,885.71 197,869,8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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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债    

  租赁负债  828,149.31 828,149.31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92,568,495.03 92,568,495.03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6,153,656.71 6,153,656.71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98,722,151.74 98,722,151.74  

负债合计 296,592,037.45 296,592,037.4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46,448,044.00 346,448,04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57,024,158.46 157,024,158.4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59,415,200.00 -59,415,200.0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998,897.98 8,998,897.9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88,584,026.41 -388,584,026.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64,471,874.03   

  少数股东权益 3,330,111.07 3,330,111.07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801,985.10 67,801,985.1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64,394,022.55 364,394,022.55  

调整情况说明 

2、2021年起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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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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