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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观典防务 指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本期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上期、上年同期 指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期末 指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期初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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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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玲保证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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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备查文件 

1．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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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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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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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观典防务 

证券代码 832317 

挂牌时间 2015 年 4 月 15 日 

进入精选层时间 2020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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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选层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其他科技推广和

应用服务业（M7590）- 

法定代表人 高明 

董事会秘书 李振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765510395B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 

注册资本（元） 158,340,000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 22 号主楼三层 301-306 

电话 010-671566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 22 号主楼三层 301-306 

邮政编码 100062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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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期初 

2021年 1月 1日 

报告期末比本年

期初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16,146,065.95 911,245,367.87 0.5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9,007,814.41 883,260,204.57 0.6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96% 3.0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96% 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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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70,607.30 29,234,420.66 12.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47,609.85 4,424,228.54 29.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5,747,609.85 4,426,778.54 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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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3,536.57 -18,910,632.4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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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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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1.33% 

- 

利息保障倍数 - 13.83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截至报告期末，开发支出的余额为 1,783,111.70 元，较上年期末增加 485,738.45 元，增长 37.44%，

主要原因是为了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对开发阶段研发项目的投入增加所致。  

2、截至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的余额为 43,060,000.00 元，较上年期末增加 12,750,000.00 元，

增长 42.07%，主要原因是募投项目的投入增加，相关定制的设备暂未交付给公司。  

3、截至报告期末，应付账款的余额为 396,522.90 元，较上年期末减少 1,827,429.18 元，减少 82.17%，

主要原因是截至报告期末，到期应支付的款项减少所致。 

4、截至报告期末，合同负债的余额为 9,447,887.61 元，较上年期末增加 4,456,713.09 元，增长 89.29%，

主要原因为无人机飞行服务业务依据合同约定收取的预付款增加。 

5、截至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的余额为 1,386,498.84 元，较上年期末减少 1,978,431.85 元，减少

58.8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 2020 年度年终奖所致。 

6、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税金及附加 135,228.56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34,828.56 元，增长 33,707.14%，

主要原因为本期缴纳增值税增长，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 

7、报告期内，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643,533.24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75,245.00 元，增长 74.74%，主要

原因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公司新招聘了销售人员，相应的职工薪酬、差旅费和招待费增加所致。 

8、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研发费用 1,668,755.94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69,328.42 元，增长 39.13%，主

要原因是公司增加产品研发投入。 

9、报告期内，公司发生财务费用为-617,355.94 元，而上年同期为 389,701.95 元，变化主要原因是因

为 2020 年下半年完成公开发行，相应的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10、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 2,183,536.57 元，而上年同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流出为 18,910,632.44 元，变化主要原因为公司进一步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增加了 15,681,805.00 元。 

11、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 47,409,699.91 元，而上年同期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出为 4,307,933.79 元，变化主要原因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增加募投项目的建设投入，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12、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00 元，而上年同期的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

为 9,916,032.86 元，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未发生银行借款等筹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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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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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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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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71,351,400 45.06% 3,548,600 74,900,000 47.3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86,988,600 54.94% -3,548,600 83,440,000 52.7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65,625,000 41.45% 0 65,625,000 41.45% 

      董事、监事、高管 83,440,000 52.70% 0 83,440,000 52.70% 

      核心员工   0   

     总股本 158,340,000 - 0 158,34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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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 65,625,000 0 65,625,000 41.45% 65,625,000 0 0 0 否 

2 李振冰 17,815,000 0 17,815,000 11.25% 17,815,000 0 0 0 否 

3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3,138,530 0 3,138,530 1.98% 0 3,138,530 

0 0 

否 

4 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44,278 -219,072 1,825,206 1.15% 0 1,825,206 

0 0 

否 

5 安信证券 1,941,328 -231,312 1,710,016 1.08% 0 1,710,016 0 0 自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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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

公司 

7 月 27 日

挂牌之日

起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限售 

6 葛思凯 545,282 754,718 1,300,000 0.82% 0 1,300,000 0 0 否 

7 上海大河

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宁

波梅山保

税港区赞

比西创业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110,000 0 1,110,000 0.70% 0 1,110,000 

0 0 

否 

8 深圳前海

恒捷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恒

捷聚赢 1

号证券投

资基金 

779,000 0 779,000 0.49% 0 779,000 

0 0 

否 

9 缪炯 0 750,000 750,000 0.47% 0 750,000 0 0 否 

10 英大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710,000 0 710,000 0.45% 0 710,000 0 0 否 

合计 93,708,418 1,054,334 94,762,752.00 59.84% 83,440,000 11,322,752 0 0 -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高明先生和李振冰先生系同胞兄弟，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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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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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否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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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

工激励措施 
否      

股份回购事项 否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行 是 

2020-010 、

公开发行说

明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是 已事前及时履行 是 2019-021 

债券违约情况 否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自愿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否      

 

重大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

押合同》，2019 年，为向银行借款，公司以房屋建筑物进行抵押并由实际控制人高明先生提供担保，向

商业银行进行借款，公司已于 2020 年归还上述短期借款。为在银行综合授信范围内，增加向银行借款

的灵活性，上述抵押的房产未办理解押手续。 

2.申请挂牌时，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函》。截至报告期末，未出现个人、企业从事或参与同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3.申请挂牌时，公司股东均签署了《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书》，报告期内，上述承诺得到了有效

的执行。 

4.其他承诺 

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时的各项承诺请详见“公开发行说明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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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重要承诺”。 

报告期内，承诺人均正常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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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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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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月 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24,785,294.37 474,378,5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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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96,675.86 61,775,013.02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3,406,786.58 25,250,988.3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038,391.59 2,645,535.51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3,349,293.11 18,648,196.08 

合同资产 478,201.50 478,201.50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10,675.43 5,080.19 

流动资产合计 547,265,318.44 583,181,5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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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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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08,421,095.90 112,457,762.39 

在建工程 198,616,525.04 167,191,781.8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0,083,518.36 10,799,754.99 

开发支出 1,783,111.70 1,297,373.25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189,395.00 5,280,048.34 

递延所得税资产 727,101.51 727,101.51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060,000.00 30,31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68,880,747.51 328,063,822.37 

资产总计 916,146,065.95 911,245,3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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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22.90 2,223,952.08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9,447,887.61 4,991,1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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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498.84 3,364,930.69 

应交税费 15,907,342.19 17,404,699.54 

其他应付款  4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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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负债合计 27,138,251.54 27,985,1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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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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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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8,251.54 27,985,163.3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58,340,000.00 158,34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24,901,549.94 524,901,549.9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266,625.91 20,266,625.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85,499,638.56 179,752,028.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89,007,814.41 883,260,204.57 

少数股东权益 0.00 0.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889,007,814.41 883,260,204.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916,146,065.95 911,245,3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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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月 31日 2021 年 1月 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84,538,484.55 474,378,530.85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1,996,675.86 61,775,013.02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3,153,950.40 25,250,988.35 

其他应收款 3,038,391.59 2,645,535.51 

其中：应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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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3,349,293.11 18,648,196.08 

合同资产 478,201.50 478,201.50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10,675.43 5,080.19 

流动资产合计 506,765,672.44 583,181,5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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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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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21,095.90 112,457,762.39 

在建工程 198,616,525.04 167,191,781.8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0,083,518.36 10,799,754.99 

开发支出 1,783,111.70 1,297,373.25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189,395.00 5,280,048.34 

递延所得税资产 727,101.51 727,101.51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060,000.00 30,31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9,380,747.51 328,063,822.37 

资产总计 916,146,419.95 911,245,3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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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22.90 2,223,952.08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9,447,887.61 4,991,174.5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1,386,498.84 3,364,930.69 

应交税费 15,907,342.19 17,404,699.54 

其他应付款  406.47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公告编号：2021-02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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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8,251.54 27,985,1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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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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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8,251.54 27,985,163.3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58,340,000.00 158,34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24,901,549.94 524,901,549.9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266,625.91 20,266,625.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85,499,992.56 179,752,028.7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889,008,168.41 883,260,204.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916,146,419.95 911,245,3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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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70,607.30 29,234,420.66 

其中：营业收入 32,770,607.30 29,234,420.6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6,229,515.65 24,026,4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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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营业成本 20,803,833.47 18,977,2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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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28.56 400.00 

销售费用 643,533.24 368,288.24 

管理费用 3,595,520.38 3,091,383.61 

研发费用 1,668,755.94 1,199,427.52 

财务费用 -617,355.94 389,701.95 

其中：利息费用  405,589.79 

利息收入  -27,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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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541,091.65 5,207,974.7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0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541,091.65 5,204,974.75 

减：所得税费用 793,481.80 780,746.2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747,609.85 4,424,2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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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609.85 4,424,2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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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609.85 4,424,2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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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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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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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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609.85 4,424,228.54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747,609.85 4,424,2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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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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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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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70,607.30 29,234,420.66 

减：营业成本 20,803,833.47 18,977,244.59 

税金及附加 135,228.56 400.00 

销售费用 643,043.24 368,288.24 

管理费用 3,595,520.38 3,091,383.61 

研发费用 1,668,755.94 1,199,427.52 

财务费用 -617,219.94 389,701.95 

其中：利息费用  405,589.79 

利息收入  -27,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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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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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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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541,445.65 5,207,974.7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541,445.65 5,204,974.75 

减：所得税费用 793,481.80 780,746.2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747,963.85 4,424,228.54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5,747,963.85 4,424,2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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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963.85 4,424,228.54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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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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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3,485.00 13,71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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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795.64 1,000,0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363,280.64 14,711,680.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1,679,014.35 23,289,8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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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8,261.30 3,510,843.1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09,764.00 4,168,206.7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79,777.56 2,653,458.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546,817.21 33,622,31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3,536.57 -18,910,6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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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09,699.91 3,902,344.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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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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589.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409,699.91 4,307,933.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409,699.91 -4,307,9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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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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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913,9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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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3,967.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16,0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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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93,236.48 -13,302,533.3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4,378,530.85 92,617,767.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4,785,294.37 79,315,2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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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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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3,485.00 13,711,68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69,532.14 1,000,0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363,017.14 14,711,680.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1,679,014.35 23,289,804.1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778,261.30 3,510,843.1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09,764.00 4,168,206.7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13,823.88 2,653,458.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380,863.53 33,622,31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846.39 -18,910,6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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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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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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22,199.91 3,902,344.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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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589.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7,822,199.91 4,307,933.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822,199.91 -4,307,9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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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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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913,9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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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3,967.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16,0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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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40,046.30 -13,302,533.3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4,378,530.85 92,617,767.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4,538,484.55 79,315,2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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