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报表 

财务附注中报表的单位为：元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0,296,509.39 80,644,8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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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520,845.51 159,119,489.65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243,233.77 1,105,222.1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57,612,771.23 62,952,229.0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6,058,962.03 26,084,0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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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1,492.36 6,395,889.18 

流动资产合计 277,493,814.29 336,301,7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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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75,646,130.46 399,835,282.82 

  在建工程 1,508,440.83 597,519.8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973,630.35 2,015,040.3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49,552.88 1,532,878.87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0,677,754.52 403,980,721.84 

资产总计 658,171,568.81 740,282,440.6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2,947,6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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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96,998.86 28,000,855.36 

  预收款项 23,520,602.01 6,169,385.01 

  合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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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41,598.68 16,993,432.99 



  应交税费 19,591.29 3,450,173.79 

  其他应付款 187,866,683.90 200,480,891.77 

   其中：应付利息 18,870,149.99 16,803,899.99 

      应付股利 2,027,501.41 2,027,5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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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473.16 357,473.16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51,002,947.90 288,399,8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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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192.56 508,230.06 

  递延收益 3,259,844.38 3,438,580.96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002,036.94 3,946,811.02 

负债合计 255,004,984.84 292,346,652.1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71,283,579.00 771,283,57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71,565,288.52 1,071,565,288.5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50,903,893.74 -50,903,893.74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7,429,291.44 87,429,291.4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482,181,851.22 -1,437,437,657.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97,192,414.00 441,936,607.51 

  少数股东权益 5,974,169.97 5,999,180.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3,166,583.97 447,935,788.5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58,171,568.81 740,282,4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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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252,560.60 68,436,735.75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476,569.92 476,569.92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5,105.31  

  其他应收款 572,983,210.97 553,245,224.5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600,000.00 

  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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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9,141.83 

流动资产合计 591,717,446.80 626,867,6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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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93,000.00 42,1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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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66,851.47 36,323,477.03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502,911.01 517,5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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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62,762.48 79,031,014.99 

资产总计 674,580,209.28 705,898,6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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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90.00 49,290.0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4,986,845.49 4,531,793.17 

  应交税费 -4,781,921.71 108,868.34 

  其他应付款 23,497,209.65 35,944,964.15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1,284,853.04 1,284,8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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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51,423.43 40,634,9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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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983.75 101,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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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983.75 101,021.25 

负债合计 24,086,407.18 40,735,936.9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71,283,579.00 771,283,57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78,101,384.29 1,078,101,384.2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45,803,893.74 -45,803,893.74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7,429,291.44 87,429,291.44 

  未分配利润 -1,240,516,558.89 -1,225,847,610.86 

所有者权益合计 650,493,802.10 665,162,750.1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74,580,209.28 705,898,687.04 

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半年度 2019 年半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2,821,694.08 200,278,061.07 

  其中：营业收入 2,821,694.08 200,278,061.0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6,811,422.86 218,508,864.04 

  其中：营业成本 594,972.31 188,703,1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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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567.26 2,667,443.99 

     销售费用  193,963.95 

     管理费用 25,847,976.95 18,965,689.69 

     研发费用 1,542,619.85  

     财务费用 2,094,286.49 7,978,665.00 

      其中：利息费用 2,144,608.01 7,992,413.33 

         利息收入 50,321.52 64,033.12 

  加：其他收益 178,736.58 178,7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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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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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1,022,824.11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0,260,364.06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6,968,114.8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4,833,816.31 28,655,684.36 

  加：营业外收入 19,461.25 323,926.49 

  减：营业外支出 570.00 187,552.1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4,814,925.06 28,792,058.71 

  减：所得税费用 -45,720.53 666,167.1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4,769,204.53 28,125,891.52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4,769,204.53 28,125,8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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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44,193.51 28,211,162.65 

  2.少数股东损益 -25,011.02 -85,2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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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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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69,204.53 28,125,891.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4,744,193.51 28,211,162.6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5,011.02 -85,271.13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80 0.036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80 0.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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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半年度 2019 年半年度 

一、营业收入 16,513.76 80,374.01 

  减：营业成本  13,846.33 

    税金及附加 156,551.46 101,294.81 

    销售费用 2,970.30  

    管理费用 6,421,764.41 5,984,666.21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27,151.88 -19,009.62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32,663.93 22,6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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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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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1,327.50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3,775.9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4,668,948.03 -5,936,647.78 

  加：营业外收入  119,419.75 

  减：营业外支出  62.4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4,668,948.03 -5,817,290.44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4,668,948.03 -5,817,290.44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4,668,948.03 -5,817,2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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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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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68,948.03 -5,817,2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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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半年度 2019 年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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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2,805.76 79,779,6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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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10.8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55,208.15 6,845,609.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498,013.91 86,726,957.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72,563.60 5,364,8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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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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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5,043.03 11,799,006.63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84,954.30 20,377,255.9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974,350.13 15,374,055.7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306,911.06 52,915,19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08,897.15 33,811,759.1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889,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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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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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893,98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123,249.00 514,0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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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249.00 514,029.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3,249.00 12,379,9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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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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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47,629.05 26,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7,448.31 6,995,3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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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00 6,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005,077.36 38,995,305.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005,077.36 -38,995,305.1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14.9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937,223.51 7,196,289.7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0,644,820.58 32,796,437.2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707,597.07 39,992,727.03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半年度 2019 年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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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16,20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68,111.74 37,634,725.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88,111.74 37,650,925.2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473.41 2,748,533.0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84,261.48 3,215,708.29 

  支付的各项税费 718,801.43 1,311,333.8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2,932,750.57 6,549,513.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669,286.89 13,825,08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181,175.15 23,825,836.9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889,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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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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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893,98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04,029.31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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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3,000.00 304,029.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3,000.00 12,589,9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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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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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84,175.15 36,415,787.6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8,436,735.75 828,427.8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252,560.60 37,244,215.55 



7、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半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

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

具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其他综合收

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小计 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

他 

一、上年期末

余额 
771,283,579.00    1,071,565,288.52  -50,903,893.74  87,429,291.44  -1,437,437,657.71  441,936,607.51 5,999,180.99 447,935,788.50 

  加：会计

政策变更 
               

    前

期差错更正 
               

    同

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 

               

    其

他 
               



二、本年期初

余额 
771,283,579.00    1,071,565,288.52  -50,903,893.74  87,429,291.44  -1,437,437,657.71  441,936,607.51 5,999,180.99 447,935,788.50 

三、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减

少以“－”号

填列） 

          -44,744,193.51  -44,744,193.51 -25,011.02 -44,769,204.53 

（一）综合收

益总额 
          -44,744,193.51  -44,744,193.51 -25,011.02 -44,769,204.53 

（二）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

资本 

               

1．所有者投

入的普通股 
               

2．其他权益

工具持有者

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

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4．其他                

（三）利润分

配 
               

1．提取盈余                



公积 

2．提取一般

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

（或股东）的

分配 

               

4．其他                

（四）所有者

权益内部结

转 

               

1．资本公积

转增资本（或

股本） 

               

2．盈余公积

转增资本（或

股本） 

               

3．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 
               

4．设定受益

计划变动额

结转留存收

益 

               

5．其他综合                



收益结转留

存收益 

6．其他                

（五）专项储

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

余额 
771,283,579.00    1,071,565,288.52  -50,903,893.74  87,429,291.44  -1,482,181,851.22  397,192,414.00 5,974,169.97 403,166,583.97 

上期金额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半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

合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

具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小计 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

他 

一、上年期末余

额 
771,283,579.00    1,073,093,070.59    87,429,291.44  -1,493,317,330.47  438,488,610.56 4,383,786.46 442,872,397.02 



  加：会计政

策变更 
               

    前期差

错更正 
               

    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 
               

    其他                

二、本年期初余

额 
771,283,579.00    1,073,093,070.59    87,429,291.44  -1,493,317,330.47  438,488,610.56 4,383,786.46 442,872,397.02 

三、本期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28,211,162.65  28,211,162.65 -85,271.13 28,125,891.52 

（一）综合收益

总额 
          28,211,162.65  28,211,162.65 -85,271.13 28,125,891.52 

（二）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的

普通股 
               

2．其他权益工具

持有者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金

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 
               

3．对所有者（或

股东）的分配 
               

4．其他                

（四）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4．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结转留存

收益 

               

5．其他综合收益

结转留存收益 
               

6．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

额 
771,283,579.00    1,073,093,070.59    87,429,291.44  -1,465,106,167.82  466,699,773.21 4,298,515.33 470,998,288.54 

8、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半年度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其他综合收

益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其他 

所有者权益合

计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额 771,283,579.00    1,078,101,384.29  -45,803,893.74  87,429,291.44 -1,225,847,610.86  665,162,750.13 

  加：会计政策变

更 
            

    前期差错

更正 
            

    其他             

二、本年期初余额 771,283,579.00    1,078,101,384.29  -45,803,893.74  87,429,291.44 -1,225,847,610.86  665,162,750.13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

额（减少以“－”号填

列） 

         -14,668,948.03  -14,668,948.03 

（一）综合收益总额          -14,668,948.03  -14,668,948.03 

（二）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的普

通股 
            

2．其他权益工具持

有者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4．其他     -184,936.41       -184,936.41 

（三）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3．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4．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5．其他综合收益结

转留存收益 
            

6．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771,283,579.00    1,078,101,384.29  -45,803,893.74  87,429,291.44 -1,240,516,558.89  650,493,802.10 

上期金额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半年度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其他综

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其他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额 771,283,579.00    1,078,101,384.29    87,429,291.44 -1,233,907,915.00  702,906,339.73 



  加：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

更正 
            

    其他             

二、本年期初余额 771,283,579.00    1,078,101,384.29    87,429,291.44 -1,233,907,915.00  702,906,339.73 

三、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184,936.41     -5,817,290.44  -6,002,226.85 

（一）综合收益总

额 
         -5,817,290.44  -5,817,290.44 

（二）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184,936.41       -184,936.41 

1．所有者投入的普

通股 
            

2．其他权益工具持

有者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4．其他     -184,936.41       -184,936.41 

（三）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3．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4．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5．其他综合收益结

转留存收益 
            

6．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771,283,579.00    1,077,916,447.88    87,429,291.44 -1,239,725,205.44  696,904,1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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