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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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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董事未出席名单 

未出席董事姓

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张杰 出差 方玉根 

姚德荣 出差 无 

1.4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董事长方玉根先生、总经理杨峻先生、财务总监魏云女士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中国服装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00090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定国  

联系地址 北京市建国路99号中服大厦20层  

电话 010-65816688转8234  

传真 010－65812147  

电子信箱 liu-dg@chinagarments.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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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 1,217,508,411.45 1,140,691,096.19 6.73%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338,145,558.11 345,071,900.16 -2.01%

每股净资产 1.57 1.60 -1.88%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1.27 1.31 -3.05%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434,030.52 -8,434,030.52 -82.43%

每股收益 -0.032 -0.032 -1,710.78%

每股收益（注） -0.032 - - 

净资产收益率 -2.05% -2.05% -2,148.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0.02% -0.02% -2,542.94%

注:如果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公司股本已发生变化，按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投资收益_ -341,868.98

营业外收支净额_ 10,464.40

补贴收入 13,627.45

合计 -317,777.13

2.2.2  财务报表 

2.2.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323,205,611.28 17,023,185.44 278,099,952.42 4,741,166.99

  减：主营业务成本 309,160,661.63 17,413,624.38 265,249,040.62 3,460,710.50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174,797.33 15,264.70 65,039.18 40,965.79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13,870,152.32 -405,703.64 12,785,872.62 1,239,490.70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249,488.34 889,374.98

  减：营业费用 8,453,191.18 1,284,090.52 7,158,428.80 1,006,357.54

      管理费用 5,758,017.06 2,255,321.94 594,359.70 -2,906,956.43

      财务费用 5,429,826.49 3,192,953.91 6,407,883.39 2,472,8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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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5,521,394.07 -7,138,070.01 -485,424.29 667,192.85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341,868.98 2,717.15 205,188.21 -236,184.83

      补贴收入 13,627.45 49,874.89 854.03

      营业外收入 19,120.00 960.00 18,859.47

  减：营业外支出 8,655.60 3,844.00 90,542.50 16,420.35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5,839,171.20 -7,138,236.86 -302,044.22 415,441.70

  减：所得税 152,253.56

      少数股东损益 934,917.29 -717,485.92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6,926,342.05 -7,138,236.86 415,441.70 415,441.70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3,050,296.45 -3,690,912.76 -177,082,302.56 -172,478,164.92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9,976,638.50 -10,829,149.62 -176,666,860.86 -172,062,723.22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9,976,638.50 -10,829,149.62 -176,666,860.86 -172,062,723.22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9,976,638.50 -10,829,149.62 -176,666,860.86 -172,062,723.22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

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

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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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方玉根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杨峻   会计机构负责人：魏云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680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单丽华 1,081,200.00A股 

徐步兰 374,600.00A股 

赵海龙 366,100.00A股 

许明 357,054.00A股 

钱良贤 346,200.00A股 

陆艳 330,000.00A股 

黄刚 245,600.00A股 

候春伟 243,600.00A股 

刘正喜 200,000.00A股 

胡光剑 187,300.00A股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服装制造业 13,285.29 12,715.31 4.29%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服装 13,285.29 12,715.31 4.29%

纺织原料 4,034.43 3,966.52 1.68%

面料 3,628.48 3,508.27 3.31%

箱包 4,962.37 4,750.09 4.28%

其他 4,827.31 4,457.42 7.66%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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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

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的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

期初 期末 

本期清欠总额 清欠方式 清欠金额 清欠时间 

625.67 625.67 0.00现金清偿 0.002006年3月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清欠

情况的具体说明 

中服设计有限公司58,700.00元为借款；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62,333.33元为债权转让形成；常德纺机、北京宏大、黄石纺机、佛山纺机产

生的资金占用是上海金汇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并入本公司之前发生的借款或代

垫款。 

计划将于2006年12月31日前清偿。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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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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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为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在中国恒天集团公司的领导下，公司成立了股权分置改革领导和工作小组，聘请了

中介机构并签署了相关协议。组织中介机构就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析了

资金占用、二股东股权质押、三股东破产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影响，与二、三股东及相关的资产管理公

司进行了沟通，正在进行改革方案的制定以及与国资委和交易所的沟通工作，计划6月份披露股改方案并启

动相关程序。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签字：方玉根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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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单位：元

 资    产   附注  2006.03.31 2005.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               71,989,525.31         114,055,955.98 
 短期投资  2                 1,276,510.00       276,510.00 
 应收票据  3 150,000.00                 -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  
 应收账款  4             112,132,610.49         124,112,852.93 
 其他应收款  5             196,648,743.72         156,799,930.68 
 预付账款  6             276,946,767.00         194,606,826.88 
 应收补贴款  7               16,667,345.27           24,907,389.38 
 存货  8             215,955,568.99         201,166,149.61 
 待摊费用  9                 5,147,191.12             2,743,232.26 
一年内到期长期债券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96,914,261.90 818,668,847.72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             168,888,165.49         169,230,034.47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168,888,165.49 169,230,034.47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1             237,150,006.85         236,700,207.90 
 减：累计折旧  11               81,920,696.20           79,566,098.82 
 固定资产净值  11 155,229,310.65 157,134,109.08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1                 9,776,949.37             9,776,949.37 
 固定资产净额  11 145,452,361.28 147,357,159.71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12 1,553,847.81         680,382.71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47,006,209.09     148,037,542.42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                  -  
 无形资产  13                 3,378,174.97             3,433,071.58 
 长期待摊费用  14                 1,321,600.00             1,321,600.00 
 其他长期资产  15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4,699,774.97          4,754,671.58 
 递延税款：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1,217,508,411.45 1,140,691,096.19 
单位负责人：杨峻  财务负责人：魏云  制表人：胥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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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续)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单位：元

  负债及股东权益   附注  2006.03.31 2005.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6 369,009,114.99 376,598,672.55 
     应付票据  17 24,254,979.73 54,724,789.24  
     应付账款  18 110,266,112.90   100,387,283.64 
     预收账款  19 161,722,432.83    75,660,959.09 
     应付工资    755,167.32 2,221,361.63 
     应付福利费    1,651,594.91 1,716,173.15  
     应付股利    456,848.09    456,848.09 
     应交税金  20 -8,559,569.03 -8,125,385.90 
     其他应交款    28,562.31        22,773.28 
     其他应付款  21 99,758,615.92    75,059,090.18 
     预提费用  22 785,932.87    242,351.81 
     预计负债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2,967,391.35 -    

其他流动负债       4,239,130.48 
     递延收益  23      -  -    

 流动负债合计                 763,097,184.19 683,204,047.24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24 6,975,711.84        4,060,108.77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6,975,711.84   4,060,108.77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770,072,896.03 687,264,156.01  
   少数股东权益    109,289,957.31 108,355,040.02 
 股东权益:    

      股本  25 215,000,000.00    215,000,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股本净额    215,000,000.00 215,000,000.00 
     资本公积  26 126,489,129.83   126,489,129.83 
     盈余公积  27 6,633,066.78   6,633,066.78 
其中：法定公益金    6,633,066.78     6,633,066.78 
     未分配利润  28 -9,976,638.50  -3,050,296.45 

 股东权益合计    338,145,558.11           345,071,900.16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217,508,411.45          1,140,691,096.19 
 单位负责人：杨峻    财务负责人：魏云   制表人：胥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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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单位：元

 项            目   附注   2006年 1-3月  2005年 1-3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29             323,205,611.28          278,099,952.42 

 减：主营业务成本  29            309,160,661.63             265,249,040.62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0 174,797.33          65,039.18 

 二、主营业务利润         13,870,152.32   12,785,872.62  

 加：其他业务利润  31 249,488.34        889,374.98 

     营业费用        8,453,191.18 7,158,428.80  

     管理费用    5,758,017.06         594,359.70 

     财务费用  32 5,429,826.49       6,407,883.39 

 二、营业利润         -5,521,394.07                -485,424.29 

 加：投资收益  33 -341,868.98          205,188.21 

     补贴收入  34 13,627.45         49,874.89 

     营业外收入  35 19,120.00           18,859.47 

 减：营业外支出  36 8,655.60   90,542.50 

 四、利润总额           -5,839,171.20                -302,044.22 

 减：所得税    152,253.56                 -  

     少数股东损益    934,917.29  -717,485.92  

 五、净利润    
 

-6,926,342.05 
 

415,441.70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050,296.45            -177,082,302.56 

     其他转入    

 六、可分配利润       -9,976,638.50        -176,666,860.86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9,976,638.50        -176,666,860.86 

 减：已分配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公积金   

     应分配普通股股利   

   应转增股本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9,976,638.50        -176,666,860.86 

单位负责人：杨峻   财务负责人：魏云   制表人：胥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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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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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545,402.85  
 收到的税费返还        37,812,664.38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3,007,350.49  
 现金流入小计      519,365,417.7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68,068,223.8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648,391.54  
 支付的各项税费         3,120,186.0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9,962,646.83  
 现金流出小计        527,799,44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34,030.5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现金流入小计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004,816.76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现金流出小计          2,004,816.7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4,816.7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25,537,446.59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600,000.00  

  现金流入小计         149,137,446.59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34,192,490.4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6,346,682.47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922,000.00  
 现金流出小计          180,461,172.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23,726.3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03,857.08  

 五、现金流量净增加额  
  

                      
-42,066,430.67  

 公司负责人：杨俊                     财务负责人：魏云    制表人：胥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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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金 流 量 表（续）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附注   审定数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6,926,342.05  

 加：少数股东损益  
 

                      
934,917.28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219,539.80  

 固定资产折旧  
 

                      
2,366,933.16  

 无形资产摊销  
 

                      
49,389.51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2,418,134.36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571,371.6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160.0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     

 财务费用  
 

                      
5,500,501.99  

 投资损失(减：收益)  
 

                      
341,868.98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4,789,419.38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8,849,269.7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5,567,725.90  

 其他  
 

                      
-563,873.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34,030.52  

 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71,989,525.3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14,055,955.98  

 减：购买日的现金期初余额  
 

                      
-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42,066,430.67  

   

 公司负责人：杨俊                     财务负责人：魏云    制表人：胥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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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附注  2006.03.31 2005.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2,756,305.55       50,818,629.09 
 短期投资    1,000,000.00         -  
 应收票据           -  
 应收股利                              -     -  
 应收利息                               -            -  
 应收账款  1               48,118,927.68    48,753,959.72 
 其他应收款  2                140,974,599.94   130,616,685.27 
 预付账款                      21,920,748.11      19,631,776.14 
 应收补贴款                  3,106,311.45        1,623,439.74 
 存货                       61,885,961.88       61,744,765.26 
 待摊费用               2,026,126.48                   -  
一年内到期长期债券投资                -          -  
 其他流动资产                 -    -  

 流动资产合计    291,788,981.09  313,189,255.22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3                269,810,743.07     269,808,025.92 
 长期债权投资                                -             -  

     长期投资合计    269,810,743.07  269,808,025.92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24,020,557.97     123,917,298.02 
 减：累计折旧                       66,592,118.99       66,126,895.71 
 固定资产净值    57,428,438.98  57,790,402.31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776,949.37     9,776,949.37 
 固定资产净额    47,651,489.61  48,013,452.94 
 工程物资                 -         -  
 在建工程          643,730.00               -  
 固定资产清理             -            -  

     固定资产合计               48,295,219.61        48,013,452.94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2,222,074.42     2,238,595.72 

 长期待摊费用    
  

21,600.00  
 

21,600.00 
 其他长期资产                                -             -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2,243,674.42     2,260,195.72 
 递延税款：     

 递延税款借项                -              -  
      资产总计    612,138,618.19  633,270,929.80 
单位负责人：杨峻  财务负责人：魏云  制表人：胥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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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续)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单位：元

  负债及股东权益   附注 2006.03.31 2005.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10,767,342.01         213,567,342.01 
     应付票据             2,011,891.96       7,618,292.30 
     应付账款                18,583,884.25           21,945,323.92 
     预收账款                15,778,709.21           13,428,716.74 
     应付工资          779,966.77       822,358.76 
     应付福利费       547,758.80    700,771.13 
     应付股利                   292,500.00         292,500.00 
     应交税金                -7,049,943.81           -9,837,018.32 
     其他应交款                  17,833.52        8,348.86 
     其他应付款         32,889,113.44           40,228,296.48 
     预提费用             226,515.05       64,714.07 
     预计负债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      -  
     其他流动负债          -      -  
     递延收益           -       -  

 流动负债合计        274,845,571.20     288,839,645.95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付款                         -       -  
     专项应付款           -      -  
     其他长期负债            -     -  

 长期负债合计        -        -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            -  

 负债合计        274,845,571.20     288,839,645.95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股本           215,000,000.00         215,000,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        -  
     股本净额           215,000,000.00         215,000,000.00 
     资本公积            126,489,129.83         126,489,129.83 
     盈余公积              6,633,066.78    6,633,066.78 
     其中：法定公益金             6,633,066.78     6,633,066.78 
     未分配利润              -10,829,149.62           -3,690,912.76 

 股东权益合计    337,293,046.99     344,431,283.85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612,138,618.19     633,270,929.80 

 单位负责人：杨峻    财务负责人：魏云   制表人：胥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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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附注   2006年 1-3月  2005年 1-3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4   17,023,185.44           4,741,166.99 

 减：主营业务成本  4    17,413,624.38     3,460,710.5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5,264.70            40,965.79 

 二、主营业务利润         -405,703.64      1,239,490.70 

 加：其他业务利润                      -            -  

     营业费用    1,284,090.52            1,006,357.54 

     管理费用     2,255,321.94    -2,906,956.43 

     财务费用     3,192,953.91          2,472,896.74 

 二、营业利润         -7,138,070.01         667,192.85 

 加：投资收益  5    2,717.15       -236,184.83 

     补贴收入               -              854.03 

     营业外收入                960.00       -  

 减：营业外支出            3,844.00       16,420.35 

 四、利润总额         -7,138,236.86  415,441.70 

 减：所得税           -                  -  

     少数股东损益                 -              -  

 五、净利润           -7,138,236.86         415,441.70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690,912.76       -172,478,164.92 

     其他转入                    -      -  

 六、可分配利润           -10,829,149.62      -172,062,723.22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  
      提取法定公益金        -       -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

利基金         -         -  
      提取储备基金          -      -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        -  
      利润归还投资        -         -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0,829,149.62        -172,062,723.22 

 减：已分配优先股股利       -          -  

     提取任意公积金                   -                   -  

     应分配普通股股利                    -                -  

   应转增股本普通股股利       -       -  

 八、未分配利润                  -10,829,149.62        -172,062,723.22 

单位负责人：杨峻   财务负责人：魏云   制表人：胥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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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附注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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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4,588.26 
 收到的税费返还       1,624,215.76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377,657.71 
 现金流入小计         50,826,461.7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776,010.6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556,198.09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8,608.7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2,178,276.87 
 现金流出小计    81,979,094.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52,632.5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现金流入小计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62,359.95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现金流出小计    1,062,359.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2,359.9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5,2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现金流入小计    25,2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8,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047,331.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现金流出小计    31,047,331.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47,331.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流量净增加额    -38,062,323.54 

 公司负责人：杨峻                   财务负责人：魏云   制表人：胥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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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金 流 量 表（续）  

 编制单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附注   审定数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7,138,236.86 

 加：少数股东损益  
  

 
-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  

 固定资产折旧  
  

 
465,223.28 

 无形资产摊销  
  

 
11,014.2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2,026,126.48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161,800.9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

收益)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  

 财务费用  
  

 
3,192,953.91 

 投资损失(减：收益)  
  

 
-2,717.15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41,196.62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28,499,034.2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2,823,686.41 

 其他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52,632.59 

 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2,756,305.55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50,818,629.09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38,062,323.54 

   

 公司负责人：杨峻                   财务负责人：魏云   制表人：胥永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