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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 指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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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公司董事会 指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监事会 指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股东大会 指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管理层 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统称 

元、万元 指 人民币、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末 指 2021年 3月 31日 

报告期间 指 2021年第一季度 

上年同期 指 2020年第一季度 

主办券商、国融证券 指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转系统、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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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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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争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建萍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季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

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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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董事会办公室 

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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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南洋 5 

证券代码 400023 

挂牌时间 2004年 5月 28日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连续竞价交易 √集合竞价交易 □做市交易  

分层情况 两网及退市公司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F 批发和零售业-F51 批发业-F516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

F5164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 

法定代表人 林争晖 

董事会秘书 张傲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201289277G 

注册资本（元） 248,718,128.00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 2号裙房第三册 4号房 

电话 0898-68532312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 2号裙房第三册 4号房 

邮政编码 570105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国融证券 

 

二、 行业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2021 年 3月 31

日） 

上年期末 

2020年 12月 31日 

报告期末比上年

期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56,128,274.36  83,343,857.85 87.3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868,400.65 61,879,326.08 -1.6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4.70% 12.4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1.01% 25.75% -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1 年 1-3月） 

上年同期 

（2020年 1-3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比例% 

营业收入 76,277,488.35  41,171,073.75 85.2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0,925.43   179,668.5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09,481.43 180,140.56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22,516.83 181,486.8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65% 0.3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1.64% 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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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计算） 

利息保障倍数 0.00 0.00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经济逐渐复苏，公司逐步加大了有色金属贸易的投入，因此，2021 年

第 1 季度营业收入相比上年同期大幅度增加；新增客户货款未全部收回，导致应收账款本季度末余额

相比期初增加，同时，公司加大了采购量，导致本季度末存货余额及应付账款余额相比期初增加，从

而使得总资产增加。 

本期主要业务为大宗商品贸易，相比上年同期减少咨询服务，而大宗商品毛利率相比咨询服务的

毛利率较低，因此本期的毛利率低于上年同期，另外，本期支付了较多中介机构服务费，导致本期的

管理费用相比上年同期增加，受毛利率和管理费用的影响，本期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相比上年同期下降。 

2021 年第 1 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相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系 2021 年第 1 季度

扩大了有色金属贸易的销售规模，新增客户货款未全部收回，同时，公司对有色金属贸易充满信心，

加大了采购量，使得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少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从而

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负数。 

 

年初至报告期末（1-3 月）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25.34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925.34 

所得税影响数 -481.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444.00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四、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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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售股份总数 208,344,128 83.77% -500,000 207,844,128 83.5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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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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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74,000 16.23% 500,000 40,874,000 16.4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总股本 248,718,128 - 0 248,718,128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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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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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持有的

质押股份数

量 

期末持

有的司

法冻结

股份数

量 

是否通过认购公司

公开发行的股票成

为前十名股东，如

是，披露持股期间

的起止日期 

1 洋浦大唐资

源集团有限

公司 

34,376,532  34,376,532 13.8215% 34,376,532  32,302,862 0 否 

2 车小波 17,500,000  17,500,000 7.0361%  17,500,000  0 否 

3 海南大唐实

业有限公司 

7,804,900  7,804,900 3.1381%  7,804,900 7,804,900 0 否 

4 陈维涛 5,603,518  5,603,518 2.2530%  5,603,518  0 否 

5 海南金城国

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5,166,779  5,166,779 2.0774%  5,166,779  0 否 

6 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3,430,350  3,430,350 1.3792%  3,430,350  0 否 

7 山西恒嘉信

贸易有限公

司 

3,060,498  3,060,498 1.2305%  3,060,498  0 否 

8 滕治国 2,245,120 53,000 2,298,120 0.9240%  2,298,120  0 否 

9 毛丽君 2,195,600  2,195,600 0.8828%  2,195,600  0 否 

10 李杰 1,817,310  1,817,310 0.7307%  1,817,310  0 否 

合计 83,200,607 53,000 83,253,607 33.4733% 34,376,532 48,877,075 40,107,762 0 -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和海南大唐实业有限公司为同一投资人持股关联公司，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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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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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大事件 

一、 重大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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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仲裁事项 是 不适用 否 2021-014 

对外担保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行 是 2020-064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行 是 2020-064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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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

工激励措施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回购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失信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自愿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21 年 1 月 19 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91458 部队保障部合同纠纷

一案出具执行通知书，限公司于收到执行通知书十五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91458 部队保障部返还海口

市秀英区金滩路原油库北侧外五亩土地。(详见公告 2021-014) 

为确保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保持公司大宗商品业务的稳步增长，提升公司

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浙江自贸区天义合贸易有限

公司、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汇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烟台佳恒控股有限公司，五方共同

签订《借款和担保合同》，借款期限 1 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山东汇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烟

台佳恒控股有限公司向浙江自贸区天义合贸易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借款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

元，单次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借款利息 12%/年，公司和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对

本次借款提供担保。（详见 20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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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一)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三、 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第四节 财务会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一)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47,834.16 170,340.9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2,397,044.11 22,157,376.14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994,445.75 549,597.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2,009,489.87 19,968,759.8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9,921,86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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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2.90 7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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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115,776,202.42 42,846,784.3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8,456,800.25 18,456,800.2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5,323,975.34 5,387,621.75 

固定资产 35,969.41  37,192.54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6,160,146.24 16,318,519.0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5,180.70 296,939.9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352,071.94 40,497,073.51 

资产总计 156,128,274.36 83,343,8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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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2,038.50  

预收款项 30.00  

合同负债 4,396,547.90 4,425,6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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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703.68 678,452.50 

应交税费 1,377,273.75 2,911,598.38 

其他应付款 18,357,827.78 13,345,3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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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负债 103,452.10 103,452.10 

流动负债合计 95,259,873.71 21,464,531.77 

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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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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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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59,873.71   21,464,531.7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86,575,784.63 286,575,784.6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458,927.23 7,458,927.2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81,884,439.21 -480,873,513.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0,868,400.65 61,879,326.08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60,868,400.65 61,879,326.0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56,128,274.36 83,343,857.85 

法定代表人：林争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建萍 

 

 

(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29,081.05 128,712.16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2,397,044.11 22,157,376.14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794,445.75 349,597.00 

其他应收款 6,516,665.91 6,236,641.4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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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9,920,0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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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合计 110,057,255.99 28,872,326.75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8,456,800.25 38,456,800.2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5,969.41 37,192.54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6,160,146.24 16,318,519.0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0,827.00 268,836.2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5,003,742.90 55,081,348.06 

资产总计 165,060,998.89 83,953,674.8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0,522,038.5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4,396,547.90 4,425,680.6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302,787.29 337,310.48 

应交税费 1,375,629.61 2,852,502.61 

其他应付款 15,415,532.78 2,747,880.47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03,452.10 103,452.10 

流动负债合计 92,115,988.18 10,466,826.3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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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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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15,988.18 10,466,826.3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68,575,784.63 268,575,784.6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458,927.23 7,458,927.2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51,807,829.15 -451,265,991.3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72,945,010.71 73,486,848.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65,060,998.89 83,953,674.81 

 

(三)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营业总收入 76,277,488.35 41,171,073.75 

其中：营业收入 76,277,488.35      41,171,073.7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77,051,766.07 40,990,775.83 

其中：营业成本 75,766,363.93  40,693,1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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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3.45 30.58 

销售费用 206.42  757.72 

管理费用 1,059,303.71   295,298.53 

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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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210,078.56      1,545.16 

其中：利息费用 207,499.68  

利息收入 1,785.95 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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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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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12,963.16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87,240.88 180,297.92 

加：营业外收入 0.01 30.00 

减：营业外支出 1,925.35      659.4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89,166.22 179,668.50 

减：所得税费用 -78,240.7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10,925.43 179,6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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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亏损以“-”号填

列） 

-1,010,925.43 179,6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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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1,010,925.43   179,668.5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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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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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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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925.43 179,668.50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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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0.004 0.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1 

法定代表人：林争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建萍 

 

 

(四)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营业收入 70,152,132.21 40,735,683.18 

减：营业成本 69,616,560.84 40,543,151.40 

税金及附加 12,309.2 0 

销售费用  757.72 

管理费用 609,679.27 277,713.53 

研发费用  0 

财务费用 208,606.12 941.06 

其中：利息费用 206,829.08  

利息收入 1,777.04 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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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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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27,963.16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22,986.38 -86,880.53 

加：营业外收入 0.01  

减：营业外支出 842.20 513.3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23,828.57 -87,393.84 

减：所得税费用 -81,990.7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41,837.78 -87,393.84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541,837.78 -87,393.84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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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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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541,837.78 -87,393.84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五)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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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4,475.52 47,711,3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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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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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060,945.74 7,390,075.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585,421.26 55,101,397.6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6,557,154.65 48,859,0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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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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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622.42 292,272.4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80,308.96 5,806.2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904,852.06 5,762,818.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307,938.09 54,919,91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22,516.83 181,486.8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8,0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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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1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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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0,01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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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493.17 101,486.8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0,340.99 3,044,838.7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7,834.16 3,146,325.58 

 

法定代表人：林争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建萍 

 

 

(六)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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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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0,145.52 47,711,322.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060,922.58 7,442,737.7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711,068.10 55,154,059.7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692,410.65 48,813,761.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2,436.09 292,272.4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8,311.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37,540.82 5,088,485.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410,699.21 54,194,519.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368.89 959,5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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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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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306.1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70,306.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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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68.89 89,234.5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8,712.16 3,039,989.0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9,081.05 3,129,2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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