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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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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2 邝剑峰董事已于报告期内向公司董事会递交辞呈，辞去董事职务，本次董

事会无须参与表决；刘兴汉董事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周健董事出

席。

1.3 公司董事长范敬孝先生、财务总监周健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伟先生声

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1.4 公司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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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T 泰格 变更前简称 四通高科、ST 四通

股票代码 0004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投资者关系管理负责人

姓 名 李英俊 李海洲 李英俊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厦 B 座 2202-2206

联系电话 0755—82931507 0755—83023002 0755—82931507

联系传真 0755—83023007

电子邮箱 stock000409@163.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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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整后）增减（%）

总资产 179,159,046.03 222,826,199.90 -19.6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114,963,697.87 118,373,295.05 -2.88

每股净资产 0.67 0.69 -2.90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0.65 0.67 -2.99

报告期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696,281.89 10,759,948.13 3,507.89

每股收益 0.0034 -0.0234 124.29

净资产收益率（%） 0.504 -3.488
增加 2.864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0.504 -3.290

增加 2.864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元

处理固定资产产生的损益 31,829.23
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40,625.00
支付的罚款 -400,000.00
合计 -227,5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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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利润表
附后。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数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066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种类（A、B、H 股或其它）

杨国建 536,000 A 股

张江志 448,316 A 股

刘少琼 378,000 A 股

蔡海云 342,995 A 股

何向荣 338,100 A 股

温少如 314,751 A 股

冯振荣 304,500 A 股

谭淑云 300,000 A 股

李敏泉 284,085 A 股

王瑞琴 275,000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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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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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原经营的产品市场不够稳定，公司停止了原有产品的经营活动；

为确定公司主营业务，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决定投资年产 3000 吨维
生素 C 磷酸酯项目，以初步确定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同时为实现公司业绩稳定发展
奠定了初步基础。

由于公司暂停了原有产品经营活动，且 2005 年度销售产品于上半年出现少部
分退货，使主营业务收入为-3,599,546.81 元，主营业务利润-186,643.18 元，净利润
-4,009,372.1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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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或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万元） 毛利率(%)

贸易 -359.95 -341.29 5.18

其中：关联交易 - - -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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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7-9 月 2006 年 1-6 月

项目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

比例(%)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

比例(%)

增减（%）

利润总额 577,335.15 100 -4,610,298.53 100 -

主营业务利润 0 0 -186,643.18 4.05 -4.05

其他业务利润 203,175.00 35.19 523,825.00 -11.36 46.55

期间费用 -555,991.67 -96.30 4,579,899.58 -99.34 3.04

投资收益 -181,944.02 -31.51 0 0 -31.51

补贴收入 0 0 0 0 0

营业外收支净额 112.50 0.02 -367,580.77 7.97 -7.95

说明：1、其他业务利润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变化较大，

是由于前一报告期利润出现亏损所致；

2、投资收益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变化较大，是由于本

报告期内公司对长春春华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出现投资损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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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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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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立集团”）及茂名能源实业公司（以

下简称“茂名能源”）的诉讼事项：

2005 年 12 月 13 日，本公司就华立集团与茂名能源欠款纠纷向茂名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交诉讼财产保全担保书，申请保全茂名市能源实业公司拥有的二块面积为

4350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分别为茂市府国用总字第 660008、茂市府国

用总字第 660009）作为对其债务的担保抵押，并冻结了一块面积为 6998 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茂市府国用总字第 660010）。同时，本公司以位于珠海市金湾区金海岸的面

积为 19,178.02 平方米，期末账面净值 19,743,827.47 元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担保。

同时，公司向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A、请求法院确认三方

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合法有效；B、判决两被告偿还本公司 2500 万元。

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5 年 12 月 20 日以（2006）茂中法保全字第 1-1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茂名市能源实业公司及本公司的上述土地。

2006 年 8 月 28 日，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该案作出（2006）茂中法民

二初字第 3 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如下：

被告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欠原告四通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0 万元，在

本调节书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还清。逾期不还，由被告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将其

合法拥有的股权在一个月内转让给原告，股权转让的价值以原告委托的有资质评估

机构评估的价值为准。若在一个月内不能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则由被告茂名

市能源实业公司将其拥有的三块土地【土地证号：茂市府国用总字第 0600008 号（地

号 09010600804）、第 0600009 号（地号 09010600805）、第 0600010 号（地号

09010600806）】使用权转让给原告并由原告处置，以抵偿被告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

司欠原告的债务，该三块土地的价值以原告委托拥有资质评估机构的价值为准，评

估价值超出 2500 万元，超出部分以抵偿被告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欠原告的其他债

务，不足部分则由被告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继续偿还，由茂名市能源实业公司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2、深圳证监局立案调查：

2004 年 6 月 17 日，本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受中国证监会深圳稽查局立案

调查。2006 年 3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字[2006]5 号《行

政处罚事决定书》，查明公司存在重大合同未及时披露、公司 2001 年、2002 年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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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存在重大遗漏行为，并对公司处以 40 万元罚款，对往届部分董事、高管人员进

行相应处罚。

公司已于法定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就本次处罚事项提出复议申请。中国证监会

已于 2006 年 7 月 31 日就该申请作出决定，维持《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作出的

40 万元罚款的处罚。
公司决定不再提起诉讼或申请裁决。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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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原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非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及清
欠情况的具体说明

1、占用资金情况：
（1）原大股东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下称“华立集团”）截止
报告期仍占用本公司6159.97万元；
（2）原大股东四通集团公司子公司四通财务公司截止报告期仍占
用本公司16.15万元；
2、还款及清欠情况
（1）针对华立集团的欠款，在华立集团已经将可以调用的所有资
金都偿付给了我公司的情况下，2006年度公司将主要通过让华立
集团提供新的资产抵押、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其占款问题。
公司已于2005年12月在华立集团的配合下向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
民法院递交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并正式就2500万元债务提起诉
讼，请求法院判令以华立集团控股子公司茂名能源实业公司所拥
有的位于茂名市的三宗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或以华立集团在茂
名能源实业公司的90％股权抵偿部分债务。（详见本报告3.2重大
事项说明“1”所述）
（2）本公司原大股东四通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占用本公司的资金在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已通过资产置换置出本公司 5299.25万元。

3.2.1 其他重大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2006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名称由“四通集团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并经广
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6年10月12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由“ST四通”变更为
“ST泰格”。

2、公司第一大股东蚌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受让海南日冷空调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现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受让后其持有公司股份数增
加到28,004,4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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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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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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06 年度净利润将出现 650 万元-900

万元亏损。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过会计师预审计，具体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结果为准。

2006 年度公司预计亏损，是由于公司已停止原有经营项目及投资新项目在

本年度内尚不能完全产生效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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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承诺履行情况

蚌埠市第一
污水处理厂

在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前，将
5,299.25 万元现金汇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承诺已履行完
毕

3.8 截止本次季报公告日，未进入股改程序公司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范敬孝

2006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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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06 年 9 月 30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类

附

注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64,201.10 593,714.56 46,482,882.03 46,376,479.74
短期投资 - -
应收票据 1,694,000.00 1,694,000.00
应收股利 5,831,549.39 5,831,549.39
应收利息
应收帐款 7,182,578.69 2,670,639.84 32,496,485.47 27,966,546.62
其他应收款 31,794,278.84 27,834,149.94 46,166,906.11 40,154,454.05
预付帐款 52,003,098.41 52,000,000.00 5,614,926.72 5,614,100.00
应收补贴款
存货余额 158,763.38 150,233.46 158,763.38 150,233.46
减: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 158,763.38 150,233.46 158,763.38 150,233.46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应收内部单位款
流动资产合计 91,902,920.42 89,080,287.19 132,613,963.71 127,787,363.2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8,401,041.52 24,325,130.18 8,582,985.54 26,098,968.51
长期债权投资
其中：合并价差
长期投资合计 8,401,041.52 24,325,130.18 8,582,985.54 26,098,968.51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59,421,245.03 14,410,885.56 59,829,046.63 17,355,637.16
减:累计折旧 26,980,249.43 6,760,706.73 25,335,205.81 6,489,696.66
固定资产净值 32,440,995.60 7,650,178.83 34,493,840.82 10,865,940.50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175,959.54 196,574.32 9,198,891.35 219,506.13
固定资产净额 23,265,036.06 7,453,604.51 25,294,949.47 10,646,434.37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23,265,036.06 7,453,604.51 25,294,949.47 10,646,434.37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余额 46,340,558.93 36,089,745.23 47,149,301.18 36,740,512.55
减: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3,315,000.00 3,315,000.00 3,315,000.00 3,315,000.00

无形资产 43,025,558.93 32,774,745.23 43,834,301.18 33,425,512.55
长期待摊费用 64,489.10
其他长期资产 12,500,000.00 12,500,000.00 12,500,000.00 12,500,000.00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55,590,048.03 45,274,745.23 56,334,301.18 45,925,512.55

递延税项:
递延税项借项
资产总计 179,159,046.03 166,133,767.11 222,826,199.90 210,458,2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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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续）
编制单位：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06 年 9 月 30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和权益

附

注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5,000,000.00 35,000,000.00 38,000,000.00 38,000,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1,762,351.87 45,672.80 26,757,401.87 25,040,722.80
预收帐款 801,070.07 801,070.07
代销商品款
应付工资 1,088,983.56 984,676.80
应付福利费 1,684,337.90 171,555.52 1,617,503.64 140,528.97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929,366.97 1,699,389.59 2,062,072.47 2,029,805.33
其他应交款 133,164.63 52,399.76 146,541.05 61,545.76
递延损益
其他应付款 12,402,291.97 7,261,238.73 24,278,675.64 19,946,613.02
预提费用 10,247,851.13 5,814,293.48 9,653,442.05 5,758,248.40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应付内部单位款
流动负债合计 64,049,418.10 50,044,549.88 104,301,383.59 90,977,464.28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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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项贷项

负债合计 64,139,418.10 50,134,549.88 104,391,383.59 91,067,464.28
少数股东权益 55,930.06 61,521.26

股东权益:
股本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减:已归还投资
股本净额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资本公积 2,008,176.16 2,008,176.16 1,390,401.16 1,390,401.16
盈余公积 2,897,462.21 2,897,462.21 2,897,462.21 2,897,462.21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1,035,519.36 -1,017,519.36
未分配利润 -60,280,569.14 -60,280,569.14 -56,271,196.96 -56,271,196.96
外币会计报表折算差额

股东权益合计 114,963,697.87 115,999,217.23 118,373,295.05 119,390,814.4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79,159,046.03 166,133,767.11 222,826,199.90 210,458,278.69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季度报告

2006 季报—10—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06 年 1-9 月 2005 年 1-9 月

项 目 附注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3,599,546.81 -3,599,546.81 36,989,966.73 36,989,966.73

减:主营业务成本 -3,412,903.63 -3,412,903.63 36,188,075.85 36,188,075.8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 - 5,838.25 5,838.25

二、主营业务利润 -186,643.18 -186,643.18 796,052.63 796,052.63

加:其他业务利润 727,000.00 - 661,156.64 424,906.64

营业费用 42,727.10 42,727.10 186,879.55 186,879.55

管理费用 2,832,468.96 489,712.88 5,335,011.29 3,623,885.90

财务费用 1,148,711.85 1,148,982.42 1,790,507.13 1,791,412.11

三、营业利润 -3,483,551.09 -1,868,065.58 -5,855,188.70 -4,381,218.29

加:投资收益 -181,944.02 -1,773,838.33 -340,690.73 -1,791,565.24

补贴收入 - -

营业外收入 32,531.73 32,531.73 -

减:营业外支出 400,000.00 400,000.00 3,054,582.56 3,054,582.56

四、利润总额 -4,032,963.38 -4,009,372.18 -9,250,461.99 -9,227,366.09

减:所得税 - -

少数股东损益 -5,591.20 - -5,095.90 -

加：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18,000.00 - 18,000.00 -

五、净利润 -4,009,372.18 -4,009,372.18 -9,227,366.09 -9,227,366.09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56,271,196.96 -56,271,196.96 -255,810,480.09 -255,810,480.09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60,280,569.14 -60,280,569.14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减:提取法定公积金

提取法定公益金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60,280,569.14 -60,280,569.14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公积金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60,280,569.14 -60,280,569.14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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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利润
总额
4、会计估算变更增加（减少）利润
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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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续)
编制单位：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06 年 7-9 月 2005 年 7-9 月

项 目 附注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 - 452,991.45 452,991.45

减:主营业务成本 - - 444,444.45 444,444.4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 - 58.12 58.12

二、主营业务利润 - - 8,488.88 8,488.88

加:其他业务利润 203,175.00 - 280,321.64 138,571.64

营业费用 - - 20,910.70 20,910.70

管理费用 -975,021.51 -1,902,424.98 2,095,223.82 1,061,135.03

财务费用 419,029.84 419,086.13 576,318.61 576,500.82

三、营业利润 759,166.67 1,483,338.85 -2,403,642.61 -1,511,486.03

加:投资收益 -181,944.02 -903,581.60 - -889,034.03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12.50 112.50 -

减:营业外支出 - -

四、利润总额 577,335.15 579,869.75 -2,403,642.61 -2,400,520.06

减:所得税 - -

少数股东损益 -2,534.60 - -3,122.55 -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 - - -

五、净利润 579,869.75 579,869.75 -2,400,520.06 -2,400,520.06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60,860,438.89 -60,860,438.89 -262,637,326.12 -262,637,326.12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60,280,569.14 -60,280,569.14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减:提取法定公积金

提取法定公益金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60,280,569.14 -60,280,569.14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公积金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60,280,569.14 -60,280,569.14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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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利润
总额
4、会计估算变更增加（减少）利润
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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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06 年 1-9 月

项 目

附

注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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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8,560.00 7,808,56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2,260,807.28 90,689,110.70

现金流入小计 100,069,367.28 98,497,670.7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024,610.00 6,024,61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94,537.36 476,017.25

支付的各项税费 614,803.16 379,792.0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1,375,468.63 80,935,637.54

现金流出小计 89,309,419.15 87,816,05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59,948.13 10,681,6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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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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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 52,014,250.00 52,000,000.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

支付的其他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52,014,250.00 52,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14,250.00 -52,00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权益性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 3,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464,379.06 1,464,379.06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

减少注册资本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4,464,379.06 4,464,379.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64,379.06 -4,464,379.0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5,718,680.93 -45,782,765.18

    
    

    
    

    
 



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季度报告

2006 季报—13—

现 金 流 量 表 （续）
制单位：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06 年 1-9 月
项 目

附
注 合并 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一、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4,009,372.18 -4,009,372.18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1,645,043.62 799,708.72

无形资产摊销 808,742.25 650,767.32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的减少

预提费用的增加 594,409.08 56,045.0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31,829.23 -31,829.23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

财务费用 1,148,711.85 1,148,982.42

投资损失 181,944.02 1,773,838.33

递延税款贷项

存货的减少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5,007,637.64 -7,075,689.11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40,251,965.49 -40,932,914.40

少数股东损益 -5,591.20

其他 55,687,493.05 58,302,076.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59,948.13 10,681,613.88

二、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及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以固定资产偿还债务

以投资偿还债务

以固定资产进行投资

以存货偿还债务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764,201.10 593,714.56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46,482,882.03 46,376,479.74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5,718,680.93 -45,782,765.18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