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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超毅网络 指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超毅世纪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超毅世纪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 

董事会 指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超毅世纪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超毅世纪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西部证券 指 申万宏源 

报告期 指 2019 第一季度报告 

报告期末 指 2019 年 3月 31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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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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振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名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名娜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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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2．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

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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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超毅世纪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Lhasa EDZ Supable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证券简称 超毅网络 

证券代码 430054 

挂牌时间 2009-04-16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分层情况 创新层 

法定代表人 李振东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刘名娜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36492730B 

注册资本（元） 79,240,169 

注册地址 拉萨市金珠路 158 号阳光新城 A 区 1 栋 1 单元 3 层 1 号 

电话 010-84855184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8 号优盛大厦 D 座 907 室；100080 

主办券商 申万宏源 

会计师事务所 不适用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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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648,757.04 243,595,230.06 -6.9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9,029,843.95 178,803,670.06 0.1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4.77% 18.8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1.01% 24.88%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6,546,150.52 12,997,855.50 27.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940.49 21,504.66 1,383.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318,940.49 21,504.66 1,3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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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38,280.87 14,533,597.75 -2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0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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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 0.0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0.18% 0.01%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净利润：2019年 3月 31 日期末数为 318,940.49，较上年末减少 1,383.12%，主要原因分为报告期内

IT 业务小幅增加，但因上年业绩为亏损，因此显示增幅较大；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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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2,453,881 78.82% 0 62,453,881 78.8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5,512,073 6.96% 0 5,512,073 6.96% 

      董事、监事、高管 6,243,510 7.88% -499,000 5,744,510 7.25%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786,288 21.18% 0 16,786,288 2.1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6,293,219 20.56% 0 16,293,219 20.56% 

      董事、监事、高管 16,786,288 21.18% 0 16,786,288 21.18%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79,240,169 - 0 79,240,169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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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市兴泰德投

资有限公司 

28,321,118 -2,583,000 25,738,118 32.48% 0 25,73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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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新华 21,805,292 0 21,805,292 27.52% 16,293,219 5,512,073 

3 迁西县国鑫福商

贸有限公司 

13,983,051 0 13,983,051 17.65% 0 13,983,051 

4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3,438,174 3,000 3,441,174 4.34% 0 3,441,174 

5 郑海涛 3,362,153 0 3,362,153 4.24% 0 3,362,153 

6 罗大勇 358,000 2,582,000 2,940,000 3.71% 0 2,940,000 

7 何扬 1,250,000 0 1,250,000 1.58% 0 1,250,000 

8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867,000 -56,000 811,000 1.02% 0 811,000 

9 衣景龙 1,015,200 -499,000 516,200 0.65% 336,089 180,111 

10 赵力珠 407,875 0 407,875 0.51% 0 407,875 

合计 74,807,863 -553,000 74,254,863 93.7% 16,629,308 57,625,555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王新华与唐山市兴泰德投资有限公司大

股东张英哲（持 90%的股份）是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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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违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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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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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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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已事后补充

履行 

是 20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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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事项 否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

押的情况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重要事项详情及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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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事项详情 

（1）诉讼、仲裁事项 

1、报告期内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 

单位：元 

诉讼说明：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月 12 日受理我公司与国巍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

纷案，此案件正在审理中，尚未出结果。 

诉讼发生时，诉讼的涉案金额占期末净资产的比重为 1.68%，比例较低，不构成重大诉讼。 

2、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且在报告期内未结案件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不适用 

3、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且在报告期内结案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不适用 

（2）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是否履行必要决

策程序 
临时公告披露时间 临时公告编号 

王新华 短期资金拆借 9,784,656.27 是 2016 年 01月 04 日 2016-001 

总计 - 9,784,656.27 - - - 

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报告期内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司于 2015 年 6 月向王新华临时借款 17,199,020.00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计利

息。该事项经 2016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7年 6 月签订补充借款协议，将还款期延至 2019年 6 月 30 日。截止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借款余额为 9,784,656.27元。 
本次短期资金拆借，主要目的是应对公司业务扩展，对于公司日常运作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3）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资产 权利受限类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例 发生原因 

资产 1 

迁西金昊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的采

矿权 

1,336,686.02 0.59% 

迁西金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采矿权抵押，向河北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做的流动资金借

款 1000 万元，原合同到期日

为 2018 年 12 月 13 日。经延

期后，新借款日期为 2019 年

1月 8日至 2020年 1月 7日。 

总计 - 1,336,686.02 0.59% - 

 

性质 
累计金额 

合计 
占期末净资产

比例% 作为原告/申请人 作为被告/被申请人 

诉讼或仲裁  3,000,000.00 3,000,000.00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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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诚信经营、依法纳税、安全生产，尽全力做到对社会、全体股东、员工、客户和供

应商负责，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公司发展的重要位置。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公司通过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健全的人力资源系统和薪酬晋升管理体制，帮助员工达成自己的

职业发展规划。全员办理社保，每年进行员工体检，始终把员工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公司秉持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不断研发新产品和新技术，致力于在行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公司在努力发展业务的同时，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支持地区经济发展，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发展实践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支持

地区经济发展。 

 

（三）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1.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的权益分派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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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67,152.82 438,8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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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1,470.91 44,200,665.36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6,911,470.91 44,200,665.36 

预付款项  58,131,385.42 38,704,201.5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432,875.70 8,888,711.3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4,803,622.87 27,344,9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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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46,507.72 119,577,358.97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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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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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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75,199.04 50,946,141.33 

在建工程  6,519,133.50 6,479,749.5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6,112,700.17 66,496,763.6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95,216.61 95,216.6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2,902,249.32 124,017,871.09 

资产总计  226,648,757.04 243,595,230.0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000,000.00 10,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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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7,698.49 5,134,353.54 

其中：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517,698.49 5,134,353.54 

预收款项  4,242,850.08 2,217,402.61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631,018.13 4,410,592.66 

应交税费  8,316,700.89 9,580,869.37 

其他应付款  16,910,645.50 33,448,341.82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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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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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7,618,913.09 64,791,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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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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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18,913.09 64,791,560.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79,240,169.00 79,240,16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941,404.76 1,034,171.36 

盈余公积  2,755,837.57 2,755,837.57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6,092,432.62 95,773,492.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79,029,843.95 178,803,670.0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9,029,843.95 178,803,670.0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6,648,757.04 243,595,2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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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94,283.34 256,301.5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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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734,293.42 14,708,293.42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6,734,293.42 14,708,293.42 

预付款项  11,052,335.76 11,923,572.99 

其他应收款  49,778,813.30 48,541,497.99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10,697,003.15 11,464,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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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56,728.97 86,894,5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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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5,000.00 20,5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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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2,922.60 1,923,413.92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8,831,131.87 9,089,811.2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72.21 3,572.2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1,122,626.68 31,521,797.38 

资产总计  119,679,355.65 118,416,3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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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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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05,000.00 25,000.00 

其中：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05,000.00 25,000.0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657,988.54 638,488.54 

应交税费  2,337,381.59 2,503,396.34 

其他应付款  13,574,144.69 13,012,3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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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4,514.82 16,179,2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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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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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4,514.82 16,179,271.6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9,240,169.00 79,240,16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389,831.00 8,389,831.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753,925.79 2,753,925.7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1,620,915.04 11,853,185.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2,004,840.83 102,237,111.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19,679,355.65 118,416,3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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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6,546,150.52 12,997,855.50 

其中：营业收入  16,546,150.52 12,997,855.5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6,011,999.41 12,884,909.05 

其中：营业成本  12,138,984.90 7,625,3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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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12.89 207,438.25 

销售费用  148.00       

管理费用  1,908,102.39 3,531,554.01 

研发费用  1,500,801.62 1,344,891.51 

财务费用  259,249.61 222,074.41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46,3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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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34,151.11 112,9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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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151.11 112,946.45 

减：所得税费用  215,210.62 91,441.7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8,940.49 21,5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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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940.49 21,5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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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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8,940.49 21,5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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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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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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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940.49 21,504.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18,940.49 21,5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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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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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886,792.44 3,299,612.96 

减：营业成本  49,412.86 1,059,781.59 

税金及附加   27,687.90 

销售费用  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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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568,709.46 616,258.34 

研发费用  1,500,801.62 1,344,891.51 

财务费用  -8.76 -99.92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51,5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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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32,270.74 302,6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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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70.74 302,656.62 

减：所得税费用   130,161.2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2,270.74 172,495.37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232,270.74 172,495.37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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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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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70.74 172,495.3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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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5.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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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74,000.00 57,189,8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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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260,898.71 18,505,392.8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234,898.71 75,695,243.7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8,211,941.91 38,434,4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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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279.76 5,218,765.2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36,472.39 1,213,867.6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654,923.78 16,294,522.1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2,996,617.84 61,161,64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38,280.87 14,533,5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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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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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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00 2,74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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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00 2,742,612.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000.00 -2,74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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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 1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17,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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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 10,217,500.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00,000.00 -10,217,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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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80.87 1,573,485.1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7,052.72 3,651,231.2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5,333.59 5,224,7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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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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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000.00 4,510,421.3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06,430.99 3,554,448.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80,430.99 8,064,869.6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08,611.30 3,522,00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8,012.74 619,500.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5,520.23 809,988.2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0,304.88 5,568,0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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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42,449.15 10,519,553.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81.84 -2,454,6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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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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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81.84 -2,454,683.4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2,677.27 2,664,286.4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0,659.11 209,603.03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超毅世纪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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