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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约克动漫 指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华创证券/主办券商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会 
指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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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报告期 指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2018年期末 指 2018年 12月 31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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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宋思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永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江燕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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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 

3. 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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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Henan York Animation Film Co.,Ltd. 

证券简称 约克动漫 

证券代码 830936 

挂牌时间 2014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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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思源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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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10100685697962J 

注册资本（元） 82,398,000 

注册地址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翠竹街 6号 11号楼 3层 304 

电话 0371-86664327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翠竹街 6号 11号楼 3层 304；450000 

主办券商 华创证券 

会计师事务所 -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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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23,211.38 198,144,779.49 0.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6,582,140.68 188,193,318.23 -0.8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99% 6.1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84%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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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2,984.46 18,620,734.87 -16.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1,468.92 1,756,069.44 -37.2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54,930.47 1,086,381.26 -1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5,763.56 -12,929,290.73 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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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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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 0.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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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 0.61%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净利润 1,101,468.92 元，同比下降 37.28%,主要是营业收入下降所致，一方面已完工

动画片处于外语配音和电视媒体审核阶段，动画发行和形象授权业务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受国际市场影

响，境外软件外包业务收入也有降低。另外报告期内政府补助也有所下降。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255,763.56 元，同比增长 59.35%，主要原因是公司原创项目

进入后期的配音配乐阶段，外包制作费用相对去年同期减少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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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367,900.00 

除上述各项以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501.8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性项目 -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72,398.18 

所得税影响数 25,859.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46,5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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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售股份总数 75,798,500 91.99% 1,777,500 77,576,000 94.1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23,021,500 27.94% 1,949,250 24,970,750 30.31% 

      董事、监事、高管 4,502,500 5.46% 1,783,500 6,286,000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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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股

份 

      核心员工 2,330,000 2.83% -204,750 2,125,250 2.58%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599,500 8.01% -1,777,500 4,822,000 5.8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5,574,500 6.77% -1,939,250 3,635,250 4.41% 

      董事、监事、高管 946,500 1.15% 3,142,500 4,089,000 4.96% 

      核心员工 

0 0.00% 165,750 165,750 0.20% 

     总股本 82,398,000 - 0 82,398,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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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定中 18,834,000 0 18,834,000 22.86% 0 18,834,000 

2 宋思源 4,846,000 4,926,000 9,772,000 11.86% 3,635,250 6,136,750 

3 国投安信期

货有限公司

—鸣谦精选

新三板 1期

资产管理计

划 

5,010,000 0 5,010,000 6.08% 0 5,010,000 

4 河南华夏海

纳源禾小微

企业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

合伙） 

4,000,000 0 4,000,000 4.85% 0 4,000,000 

5 易军 3,027,000 0 3,027,000 3.67% 0 3,027,000 

6 魏春木 2,830,000 0 2,830,000 3.43% 0 2,830,000 

7 李晓峰 1,700,000 9,000 1,709,000 2.07% 0 1,709,000 

8 冯卫成 1,393,000 54,000 1,447,000 1.76% 0 1,447,000 

9 刘奇 1,235,000 0 1,235,000 1.50% 0 1,235,000 

10 苏朋 1,200,000 0 1,200,000 1.46% 0 1,200,000 

合计 44,075,000 4,989,000 49,064,000 59.54% 3,635,250 45,428,75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宋定中与宋思源系父女关系，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不存在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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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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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对外担保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资

金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

履行 
是 

公告编号：

201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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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 

股权激励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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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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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事项详情及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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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郑州大学、黄科科技学院等院校动漫相关专业学生提供了多场公益培训，为学生

提供实地参观及学习实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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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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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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

期末董秘是

否发生变动 

原董秘离职时间 现任董秘任职时间 
现任董秘姓

名 

是否具备全国股

转系统董事会秘

书任职资格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否 2018年 11月 2日 2018年 12月 11日 张蕊 是 
公告编号：

201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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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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7,141.28 6,930,520.6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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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5,467.30 36,011,969.85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6,095,467.30 36,011,969.85 

预付款项  17,809,343.72 12,609,930.3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264,475.30 887,916.63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19,973,982.67 122,298,977.54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269,188.33  

流动资产合计  179,849,598.60 178,739,315.0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 4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000,000.00 5,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272,554.17 6,871,2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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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3,244,731.18 3,462,767.8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943,228.25 2,957,482.04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3,099.18 713,984.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573,612.78 19,405,464.47 

资产总计  198,423,211.38 198,144,779.4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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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073.00 6,902,235.00 

其中：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221,073.00 6,902,235.00 

预收款项  1,337,488.79 122,395.5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855,612.97 1,082,923.40 

应交税费  117,932.78 -536,366.41 

其他应付款  74,390.81 347,4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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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9,606,498.35 7,918,649.0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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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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6,498.35 7,918,649.0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82,398,000.00 82,398,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3,295,739.34 43,295,739.3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939,327.02 1,686,572.51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591,537.56 5,591,537.5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4,357,536.76 55,221,468.8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6,582,140.68 188,193,318.23 

少数股东权益  2,234,572.35 2,032,812.1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8,816,713.03 190,226,130.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8,423,211.38 198,144,779.49 

备注：2018 年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交税费-536,366.41元未进行重分类； 

      2019年一季度报告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交税费二级科目企业所得税 490,064元，待认证进项税

额 778,132.17元，应交增值税 992.16元进行了重分类，列示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 

 

法定代表人：宋思源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永国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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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265.23 5,795,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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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69,843.12 34,409,1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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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4,769,843.12 34,409,134.95 

预付款项  11,478,212.00 7,466,539.00 

其他应收款  5,973,357.18 5,617,114.33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81,602,836.07 83,305,134.3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235,330.19  

流动资产合计  137,579,843.79 136,592,925.7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 4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3,696,692.88 47,124,408.88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786,819.54 4,223,881.36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983,897.79 3,296,101.1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764,227.10 970,109.8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6,663.00 494,974.7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2,128,300.31 56,509,475.96 

资产总计  189,708,144.10 193,102,401.6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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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2,445.00 6,902,235.00 

其中：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182,445.00 6,902,235.00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464,464.40 696,549.22 

应交税费  6,613.74 -1,381,077.86 

其他应付款  5,602,341.00 5,564,257.31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公告编号：201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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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5,864.14 11,781,9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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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5,864.14 11,781,963.6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82,398,000.00 82,398,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3,295,739.34 43,295,739.3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576,099.86 5,576,099.8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5,182,440.76 50,050,598.8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6,452,279.96 181,320,438.0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89,708,144.10 193,102,401.68 

备注：2018 年期末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应交税费-1,381,077.86元未进行重分类； 

      2019年一季度报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将应交税费二级科目企业所得税 490,064 元，待认证进

项税额 745,266.19元进行了重分类，列示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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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2,984.46 18,620,734.87 

其中：营业收入  15,542,984.46 18,620,7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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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4,428,166.08 17,196,087.69 

其中：营业成本  10,222,064.83 10,533,9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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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56.63 10,414.24 

销售费用  547,672.34 437,116.73 

管理费用  2,549,765.24 3,131,408.03 

研发费用  407,232.62 1,747,473.26 

财务费用  680,217.78 1,271,902.09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9,043.36 63,834.76 

加：其他收益  367,900.00 8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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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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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718.38 2,314,647.18 

加：营业外收入        2,924.86 

减：营业外支出  195,501.82 7.2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287,216.56 2,317,564.76 

减：所得税费用  162,082.31 635,859.3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25,134.25 1,681,7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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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134.25 1,681,7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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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65.33 -74,363.98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01,468.92 1,756,069.44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747,245.49 -1,250,357.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747,245.49 -1,250,320.26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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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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747,245.49 -1,250,320.26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6.97 

七、综合收益总额  377,888.76 431,348.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54,223.43 505,749.1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3,665.33 -74,400.9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宋思源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永国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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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4,826.25 15,730,579.91 

减：营业成本  6,448,166.64 8,378,688.48 

税金及附加  26,429.83 9,624.28 

销售费用  546,241.34 437,116.73 

管理费用  1,714,633.96 2,583,529.74 

研发费用  407,232.62 1,747,473.26 

财务费用  601,574.09 1,161,398.08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11,255.02 98,639.54 

加：其他收益  367,900.00 8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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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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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192.75 2,194,109.80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55,9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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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71,290.93 2,194,109.80 

减：所得税费用  130,693.64 548,527.4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40,597.29 1,645,582.3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740,597.29 1,645,5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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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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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740,597.29 1,645,582.35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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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5,152.33 15,214,9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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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77.91 2,117,9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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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275,130.24 17,332,874.8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795,721.91 20,375,4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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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951.02 4,078,495.0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922,341.95 1,078,069.0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28,878.92 4,730,145.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530,893.80 30,262,16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5,763.56 -12,929,290.7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5,2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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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80.9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395,396.48 316,2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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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396.48 316,248.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115.53 -316,248.8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80,000.00 264,409.34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264,409.34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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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000 264,4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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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5.56 231,0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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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80.9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216.51 231,093.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9,783.49 33,315.5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7,283.74 -1,094,251.3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93,379.34 -14,306,4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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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930,520.62 54,307,334.1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37,141.28 40,000,858.74 

法定代表人：宋思源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永国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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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0,682.02 12,299,814.58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4,514.10 1,981,598.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705,196.12 14,281,413.4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712,204.30 17,891,925.5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753,295.00 3,904,473.3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98,205.35 1,024,186.1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38,134.59 2,946,356.0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001,839.24 25,766,94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96,643.12 -11,485,527.6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5,2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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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80.9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308,336.05 

投资支付的现金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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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336.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280.95 -388,3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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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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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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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5.56 231,0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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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935.56 231,093.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5,064.44 -231,093.7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8,440.12 -984,251.5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74,737.85 -13,089,209.0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95,003.08 48,456,644.7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20,265.23 35,367,43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