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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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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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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040,629.63 7,773,986.91 1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5,923.44 -1,371,944.24 -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05,923.44 -1,371,944.24 -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79,100.06 -1,038,793.06 29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7 -0.0042 -11.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7 -0.0042 -1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 -1.56%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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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76,372.16 198,474,606.91 -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908,930.95 85,414,854.39 -1.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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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大市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7% 32,220,200 32,220,200 

冻结 32,220,200 

质押 32,220,200 

兰州亚太工贸集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5% 32,177,295 0 质押 32,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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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 

兰州太华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8% 22,563,500 563,500 质押 17,570,000 

芜湖长元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 7,015,489 0   

王秀荣 境内自然人 1.46% 4,714,064 0   

张佳 境内自然人 1.20% 3,864,310 0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1.15% 3,710,451 0   

陈荣 境内自然人 1.02% 3,301,100 0   

王琳 境内自然人 0.95% 3,081,554 0   

袁芳 境内自然人 0.74% 2,3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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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32,177,295 人民币普通股 32,177,295 

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0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7,015,489 人民币普通股 7,015,489 

王秀荣 4,714,064 人民币普通股 4,714,064 

张佳 3,864,310 人民币普通股 3,864,310 

王坚宏 3,710,451 人民币普通股 3,710,451 

陈荣 3,3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1,100 

王琳 3,081,554 人民币普通股 3,081,554 

袁芳 2,3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9,000 

谢锦和 2,36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7,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和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持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股东王秀荣信用证券帐户持有 4,714,064 股；境内自然人股东王坚宏信用证

券帐户持有 3,366,951 股；王琳信用证券帐户持有 3,081,554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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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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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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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原因 

序号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 主要原因 

1 货币资金 3,213,435.23 4,728,829.82 -32.05%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偿还贷款。 

2 预收款项 12,676,102.76 15,408,146.66 -17.7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预收商品房

款项结转收入。 

3 应付职工薪酬 97,541.52 493,880.85 -80.25%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发放年终

奖。 

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5,971,402.13 20,000,000.00 -20.1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偿还贷款本

金。 

 

2、利润表科目变动原因 

序号 项目 本年1-3月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 主要原因 

1 营业收入 9,040,629.63 7,773,986.91 16.29%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商品房、商

铺、车位达到收入确认条件。 

2 营业成本 8,869,907.99 6,571,384.85 34.9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预售商品

房、商铺、车位达到收入确认条件，

结转对应成本。 

3 管理费用 1,205,712.25 1,698,949.51 -29.0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中介费用下

降。 

4 财务费用 364766.16 678,259.14 -46.22%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贷款本金减

少，相应利息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 

序号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 主要原因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6,760,617.21 1,840,058.10 267.41%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预售商品房

达到收入确认条件。 

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66,522.75 607,143.66 -72.5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往来款减

少。 

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2,306,307.93 1,809,751.97 27.4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较上年收入增

大，相应成本增大 

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973,448.87 328,683.64 196.1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支付年终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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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667,955.13 1,345,577.73 23.96%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办理产权证支付

费用较上年有所增高 

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28,597.87  ——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偿还贷款本

金。 

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364,886.66 701,990.65 -48.02%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偿还贷款本

金减少，利息相应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兰州亚太工

贸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1、“你公司对

北京蓝景丽

家明光家具

建材有限公

司长期股权

投资经计提

减 值 准 备

7000 万元并

追溯调整后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帐面

价值为 3000

万元。鉴于该

公司在原海

南联合油脂

2010 年 04 月

20 日 
无承诺期限 

1、对蓝景丽

家投资资产

追讨事宜，本

公司已委派

律师于 2017

年向法院申

请对蓝景丽

家进行清算，

2018 年 11 月

1 日公司收到

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

书》，裁定：

不予受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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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经营时期正

常经营已停

止多日，无法

向你公司提

供正确及时

的财务数据，

你公司正在

通过有关手

段向相关人

员追查，根据

目前掌握的

信息预计可

收回 3000 万

元。经我公司

董事会商议

决定：积极协

助你公司向

有关责任人

追讨属于你

公司的相关

资产；如日后

确实无法追

回时，协助你

公司处置该

项投资，并保

证对你公司

追偿、变现处

理后达不到

3000 万元的

差额部分，由

我公司以现

金或资产的

形式，全额补

偿给你公司。” 

2、“你公司持

有内蒙古通

辽市无形资

产（通辽市珠

日河牧场乌

尼格歹分场，

面 积 ：

9,288,975.50

司对蓝景丽

家的强制清

算申请。公司

现已向北京

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

诉，正在审理

当中。2、目

前本公司对

内蒙古通辽

珠日河牧场

土地尚未完

成处置。3、

待上述资产

追讨及处置

事宜完成后，

兰州亚太将

履行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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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截

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计提

减值准备后

的 余 额 为

12,780,401.68

元。在原海南

联合油脂科

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经

营时期已无

法提供任何

经济利益流

入，你公司根

据目前掌握

的信息认为

未来如果需

要处置上述

资产预计可

收回的金额

可覆盖上述

无形资产的

帐面价值。我

公司作为你

公司主要股

东，经公司董

事会商议决

定：积极协助

你公司处置

该项资产；如

在变现处理

后，达不到

12,780,401.68

元的差额部

分，由我公司

以现金或资

产的形式，全

额补偿给你

公司。 

兰州亚太工

贸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

第 4 号——上

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

2017 年 10 月

16 日 
2021-10-15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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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

诺 及 履 行 》

（证监会公

告 [2013]55

号）文件中“上

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以

下简称承诺

相关方）在首

次公开发行

股票、再融

资、股改、并

购重组以及

公司治理专

项活动等过

程中作出的

解决同业竞

争、资产注

入、股权激

励、解决产权

瑕疵等各项

承诺事项，必

须有明确的

履约时限，不

得 使 用 “ 尽

快”、“时机成

熟时”等模糊

性词语，承诺

履行涉及行

业政策限制

的，应当在政

策允许的基

础上明确履

约时限。上市

公司应对承

诺事项的具

体内容、履约

方式及时间、

履约能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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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履约风险

及对策、不能

履约时的制

约措施等方

面进行充分

的信息披露”

的相关要求，

亚太工贸所

做出的关于

“蓝景丽家”和

“通辽土地”相

关事项的承

诺不符合上

述监管要求，

但因存在法

律法规上的

障碍，不利于

维护上市公

司权益，亚太

工贸将履行

承诺的期限

加以明确，现

决定将上述

两项承诺履

约截止时间

变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若亚太工

贸无法或预

计无法在履

约日期到期

前完成前述

承诺的履行，

将分别以现

金 3000 万元、

12,780,401.68

元或等价资

产替代前述

承诺补偿给

海南亚太实

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现

金或等价资

产的补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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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应 当 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1、对蓝景丽家投资资产追讨事宜，本公司已委派律师于 2017 年向法院申请对蓝景丽

家进行清算，2018 年 11 月 1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

定：不予受理公司对蓝景丽家的强制清算申请。公司现已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正在审理当中。2、目前本公司对内蒙古通辽珠日河牧场土地尚未完成处置。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600 -- -400 -275.95 下降 -117.43% -- -44.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6 -- -0.0124 -0.0068 下降 -172.95% -- -81.96% 

业绩预告的说明 

1、预计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400 万元— 600 万元。主要原因是

可售房源减少，相应收入减少；二季度将会发生中介费等。2、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

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1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重组资金问题；2、北京大市破

产问题。 

2019 年 03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要求公司取消与信实的重组，不看好本

次重组；选择更好的标的做重组、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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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3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询问公司法人属于哪个股东派遣；2、

公司重组进展，是否需要证监会审核；

3、公司目前的经营靠什么维持。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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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213,435.23 4,728,829.8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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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200,000.00 200,000.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246,036.59 214,094.8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44,210,718.06 152,395,6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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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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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147,870,189.88 157,543,225.4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27,643,791.40 27,794,734.60 

  固定资产 2,659,386.19 2,755,666.46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9,902,909.48 9,980,885.1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0,095.21 400,095.2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606,182.28 40,931,381.42 

资产总计 188,476,372.16 198,474,6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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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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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6,945.89 17,082,8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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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款项 12,676,102.76 15,408,1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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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41.52 493,880.85 

  应交税费 3,967,939.44 3,488,760.69 

  其他应付款 29,432,350.35 29,456,657.68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合同负债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971,402.13 20,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76,762,282.09 85,930,3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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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14,563,546.92 13,801,8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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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3,546.92 13,801,813.63 

负债合计 91,325,829.01 99,732,121.5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23,270,000.00 323,2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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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52,605,110.28 152,605,110.2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5,216,301.45 15,216,301.4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07,182,480.78 -405,676,557.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3,908,930.95 85,414,854.39 

  少数股东权益 13,241,612.20 13,327,631.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97,150,543.15 98,742,485.3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8,476,372.16 198,474,606.91 

法定代表人：马兵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兵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斌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2,001.21 1,390,665.85 

  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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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651,571.63 497,239.2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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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620.00 

流动资产合计 753,572.84 1,892,525.11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67,222,436.63 67,222,436.6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27,643,791.40 27,794,734.60 

  固定资产 116,241.51 122,023.69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9,902,909.48 9,980,8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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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85,379.02 105,120,080.07 

资产总计 105,638,951.86 107,012,605.1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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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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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97,211.52 493,550.85 

  应交税费 1,302,716.12 1,274,378.87 

  其他应付款 16,623,958.19 16,623,9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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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负债合计 18,023,885.83 18,391,865.24 

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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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813.63 13,801,8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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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813.63 13,801,813.63 

负债合计 31,825,699.46 32,193,678.8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23,270,000.00 323,27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47,853,703.84 147,853,703.8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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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余公积 15,216,301.45 15,216,301.45 

  未分配利润 -412,526,752.89 -411,521,078.98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813,252.40 74,818,926.3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5,638,951.86 107,012,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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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629.63 7,773,986.91 

  其中：营业收入 9,040,629.63 7,773,986.9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0,632,492.65 9,136,002.72 

  其中：营业成本 8,869,907.99 6,571,3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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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60.96 37,234.85 

     销售费用 130,145.29 150,174.37 

     管理费用 1,205,712.25 1,698,949.51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364,766.16 678,259.14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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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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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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91,863.02 -1,362,0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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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863.02 -1,362,015.81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91,863.02 -1,362,015.81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05,923.44 -1,371,944.24 

  2.少数股东损益 -85,939.58 9,9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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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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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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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863.02 -1,362,015.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505,923.44 -1,371,944.2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85,939.58 9,928.43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47 -0.004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47 -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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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兵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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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减：营业成本 150,943.20 0.00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854,674.60 1,292,559.86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56.11 -4,468.01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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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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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05,673.91 -1,288,0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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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673.91 -1,288,091.8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05,673.91 -1,288,091.8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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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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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

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005,673.91 -1,288,0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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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0,617.21 1,840,0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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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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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66,522.75 607,143.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927,139.96 2,447,201.7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06,307.93 1,809,7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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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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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448.87 328,683.64 

  支付的各项税费 327.97 1,981.4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667,955.13 1,345,577.7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948,039.90 3,485,99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9,100.06 -1,038,7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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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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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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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597.8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364,886.66 701,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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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484.53 701,990.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3,484.53 -701,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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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384.47 -1,740,783.7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09,883.04 26,244,693.7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5,498.57 24,503,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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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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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992.67 549,524.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92.67 549,524.6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725,902.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565,755.1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91,657.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8,664.64 549,5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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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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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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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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8,664.64 549,524.6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90,665.85 0.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2,001.21 549,524.67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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