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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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董事长徐仲华先生因病请假未出席董事会，独立董事雷家骕先生和郑振龙
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 

1.3  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董事长悦胜利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朝清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武夷 

 股票代码 00079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林金铸 罗东鑫 
联系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89 号置地广场 33 层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89 号置地广场 33 层 
电    话 0591-83170122 0591-83170123 
传    真 0591-83170222 0591-83170222 
电子信箱 gzb@chinawuyi.com.cn gzb@chinawuy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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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增减（％） 

总资产 3,416,171,367.43 3,472,715,774.74 -1.63 
股东权益（不含 
少数股东权益） 

928,828,481.60 917,560,695.52 1.23 

每股净资产 2.38 2.36 0.85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2.04 2.01 1.49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702,191.38 -26,702,191.38 -794.98 

每股收益 0.03 0.03 - 
净资产收益率 1.21 1.21 增加1.94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1.27 1.27 增加2.01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                   额 
1、补贴收入 737.00 
2、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
的营业外收支净额 

-536,275.75 

  
合      计 -535,5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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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利润表(未经审计) 

利润表 
2005 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合    并 母公司 

项          目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 1～3 月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 1～3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307,186,871.77 104,474,768.95 14,413,689.00  
    减：主营业务成本 212,518,267.36 74,551,056.90 13,195,304.57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6,314,615.04 4,622,162.66 505,726.41  
二、主营业务利润 78,353,989.37 25,301,549.39 712,658.02  
    加：其他业务利润 1,013,887.43 1,157,858.90 385,559.27 281,229.94 
    减：营业费用 7,991,298.69 7,768,298.01   

      管理费用 13,898,980.03 10,696,762.58 1,651,757.64 3,515,020.79 
        财务费用 11,855,786.30 13,610,617.80 8,921,340.63 9,533,127.24 
三、营业利润 45,621,811.78 -5,616,270.10 -9,474,880.98 -12,766,918.09 
    加：投资收益 -1,954,072.32 -652,739.87 21,999,366.15 993,553.74 
        补贴收入 737.00 19,266.63 737.00  
        营业外收入 402,985.15 271,542.30  2,082.38 
    减：营业外支出 939,260.90 346,595.32 20,143.32  
四、利润总额 43,132,200.71 -6,324,796.36 12,505,078.85 -11,771,281.97 
    减：所得税 20,557,187.25 2,464,827.11 294,968.12  
        少数股东损益 11,297,041.76 526,479.08   
五、净利润 11,277,971.70 -9,316,102.55 12,210,110.73 -11,771,281.97 
补充资料 

项    目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 1～3 月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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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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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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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木秀 458,345 A 
宫丽华 440,300 A 
陈期望 436,000 A 
黄长锦 404,100 A 
蔡奕祥 392,899 A 
陈天和 390,149 A 
何炳玉 346,709 A 
陈春凉 311,950 A 
蒋工圣 290,000 A 
于光军 289,8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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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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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所涉及主要行业未发生变化。公司主要做好已
完工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及新项目的开工准备工作。北京武夷、南京武夷、南京武宁取得
了较好的销售业绩。同时，在银行对房地产项目资金紧缩的情况下，公司合理安排资金，
确保现有项目的顺利施工，早出效益。第一季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718.69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94.03%，实现利润总额 4,313.22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945.70万元。 
 

3.1.1 占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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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分行业或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土木工程建筑业 24,508,010.50 23,432,921.65 4.39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279,910,213.56 186,907,769.22 33.23 
其中：关联交易   -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期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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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项目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度 2005年 1-3月 2004 年度 
增减幅度

(%) 

主营业务利润 78,353,989.37 133,151,611.21 181.66% -39.49% 221.15% 

其他业务利润 1,013,887.43 5,253,100.97 2.35% -1.56% 3.91% 

期间费用 33,746,065.02 392,700,151.89 78.24% -116.48% 194.72% 

投资收益 -1,954,072.32 -82,118,202.75 -4.53% 24.36% -28.89% 

补贴收入 737.00 279,933.43 0.00% -0.08% 0.08% 

营业外收支净额 -536,275.75 -1,007,757.86 -1.24% 0.30% -1.54% 
利润总额 43,132,200.71 -337,141,466.89 100.00% 100.00% - 
注：变动主要原因： 
    (1)主营业务利润增加主要系本期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武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结转销售收入使得主营业务利润较去年同期分别增加 2,289 万元和 2,966 万
元。 
    (2)投资收益减少系参股公司的分利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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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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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仍为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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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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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05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2005 年 3 月 31 日 200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74,683,884.92 170,251,399.03 
    短期投资 469,500.00 482,500.00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8,076,857.75 8,148,317.75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198,147,287.03 161,973,319.92 
    其他应收款 994,972,252.47 1,008,922,326.05 
    预付账款 210,735,198.39 192,791,493.15 
    应收补贴款   

    存货 1,306,391,002.87 1,390,467,431.10 
    待摊费用 232,683.33 852,226.25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893,708,666.76 2,933,889,013.25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301,659,375.46 306,666,883.23 
    长期债权投资 8,000,000.00 8,000,000.00 

    长期投资合计 309,659,375.46 314,666,883.23 
       其中：合并价差 5,772,560.74 8,528,382.83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5,772,560.74 8,528,382.83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83,409,033.56 184,860,481.50 
      减：累计折旧 60,042,887.95 60,574,519.49 
    固定资产净值 123,366,145.61 124,285,962.01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6,484,882.16 26,484,882.16 
    固定资产净额 96,881,263.45 97,801,079.85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8,220,547.75 8,212,259.74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05,101,811.20 106,013,339.59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105,770,138.75 116,043,485.04 
    长期待摊费用 1,753,003.41 1,924,681.78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107,523,142.16 117,968,166.82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178,371.85 178,371.85 
资产合计 3,416,171,367.43 3,472,715,774.74 

法  定                     主管会计工作                     会计机构 
代表人：                   的公司负责人：                   负 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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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2005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及股东权益 2005 年 3 月 31 日 200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313,512,250.00 1,246,462,250.00 

    应付票据 4,767,995.28 15,831,000.00 

    应付账款 221,948,010.72 250,880,006.68 

    预收账款 134,488,905.37 235,159,399.33 

    应付工资 775,576.75 698,134.63 

    应付福利费 1,364,629.13 1,429,879.35 

    应付股利 5,294,730.22 5,610,825.79 

    应交税金 66,512,794.24 50,068,960.83 

    其他应交款 297,031.53 356,319.05 

    其他应付款 266,961,552.21 275,123,152.61 

    预提费用 87,671,641.35 85,477,125.32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128,000,000.00 139,7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231,595,116.80 2,306,797,053.59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139,767,688.79 140,827,202.65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362,275.48 362,275.48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140,129,964.27 141,189,478.13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2,371,725,081.07 2,447,986,531.72 

少数股东权益 115,617,804.76 107,168,547.50 

股东权益:   

    股本 389,452,440.00 389,452,440.00 

      减：已归还投资   

    股本净额 389,452,440.00 389,452,440.00 

    资本公积 760,634,634.53 760,644,820.16 

    盈余公积 81,292,980.92 81,292,980.92 

      其中：法定公益金 36,130,213.74 36,130,213.74 

    未分配利润 -303,906,987.25 -315,184,958.95 

      其中：现金股利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355,413.40 1,355,413.39 

股东权益合计 928,828,481.60 917,560,695.52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416,171,367.43 3,472,715,774.74 

法  定                     主管会计工作                     会计机构 
代表人：                   的公司负责人：                   负 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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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2005 年第一季度 
编制单位：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 1～3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307,186,871.77 104,474,768.95 
      减：主营业务成本 212,518,267.36 74,551,056.9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6,314,615.04 4,622,162.66 
二、主营业务利润 78,353,989.37 25,301,549.39 
      加：其他业务利润 1,013,887.43 1,157,858.90 
      减：营业费用 7,991,298.69 7,768,298.01 
          管理费用 13,898,980.03 10,696,762.58 
          财务费用 11,855,786.30 13,610,617.80 
三、营业利润 45,621,811.78 -5,616,270.10 
      加：投资收益 -1,954,072.32 -652,739.87 
          补贴收入 737.00 19,266.63 
          营业外收入 402,985.15 271,542.30 
      减：营业外支出 939,260.90 346,595.32 
四、利润总额 43,132,200.71 -6,324,796.36 
      减：所得税 20,557,187.25 2,464,827.11 
          少数股东损益 11,297,041.76 526,479.08 
五、净利润 11,277,971.70 -9,316,102.55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15,184,958.95 46,865,623.90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利润： -303,906,987.25 37,549,521.35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奖励及福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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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906,987.25 37,549,521.35 
     减： 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303,906,987.25 37,549,521.35 
补充资料 

项    目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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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  定                     主管会计工作                     会计机构 
代表人：                   的公司负责人：                   负 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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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2005 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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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29,398.19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5,764,840.88 

  现金流入小计 239,294,239.0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1,040,666.5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886,435.7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208,375.0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860,953.10 

  现金流出小计 265,996,43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02,191.3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5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43,3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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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8.5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652,598.3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506,763.91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5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006,763.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4,165.5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36,520,75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436,520,75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82,230,263.8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2,801,643.26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 3,011,095.58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405,031,907.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88,842.8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0.0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432,485.89 

法  定                     主管会计工作                     会计机构 
代表人：                   的公司负责人：                   负 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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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项          目  金    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11,277,971.70 

  加：少数股东损益 11,297,041.76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399,317.61 

      固定资产折旧 1,615,768.24 

      无形资产摊销 10,273,346.29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71,678.37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619,542.92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2,194,516.0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342,940.22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20,143.32 

      财务费用 19,790,547.70 

      投资损失（减：收益） 1,797,117.95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84,076,428.2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40,409,962.01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32,430,357.25 

      其他 2,947,64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02,191.38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74,683,884.92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70,251,3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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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2,485.89 

法  定                     主管会计工作                     会计机构 

代表人：                   的公司负责人：                   负 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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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05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2005 年 3 月 31 日 200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226,687.71 22,001,238.60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4,677,594.42 4,749,054.42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57,721,009.41 55,501,335.49 
    其他应收款 259,478,514.08 285,036,370.29 
    应收内部单位款 1,812,911,102.95 1,820,864,186.91 
    预付账款 18,569,696.07 17,951,484.05 
    应收补贴款   

    存货 13,962,955.69 653,159.12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186,547,560.33 2,206,756,828.88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326,179,027.36 304,261,766.66 
    长期债权投资 8,000,000.00 8,000,000.00 

    长期投资合计 334,179,027.36 312,261,766.66 
      其中：合并价差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5,772,560.74 6,058,758.35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43,540,683.65 44,066,766.53 
      减：累计折旧 7,997,025.64 8,029,664.46 
    固定资产净值 35,543,658.01 36,037,102.07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35,543,658.01 36,037,102.07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35,543,658.01 36,037,102.07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350,723.45 382,607.40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350,723.45 382,607.4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合计 2,556,620,969.15 2,555,438,305.01 
法  定                     主管会计工作                     会计机构 
代表人：                   的公司负责人：                   负 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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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续） 
2005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及股东权益 2005 年 3 月 31 日 200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66,562,250.00 1,045,562,250.00 

    应付票据  15,831,000.00 

    应付账款 79,719,598.58 96,028,591.64 

    预收账款 5,046,715.45 4,907,439.01 

    应付内部单位款 10,923,348.24 10,923,348.24 

    应付工资 44,703.04 44,703.04 

    应付福利费 188,544.93 168,557.17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5,432,195.21 5,554,075.14 

    其他应交款 394,967.92 406,916.73 

    其他应付款 322,005,131.47 324,457,417.83 

    预提费用 4,260,000.00 1,710,417.00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52,000,000.00 52,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546,577,454.84 1,557,594,715.80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61,000,000.00 6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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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0,000.00 61,000,00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1,607,577,454.84 1,618,594,715.80 

股东权益:   

    股本 389,452,440.00 389,452,440.00 

      减：已归还投资   

    股本净额 389,452,440.00 389,452,440.00 

    资本公积 760,642,468.11 760,652,653.74 

    盈余公积 81,292,980.92 81,292,980.92 

      其中：法定公益金 36,130,213.74 36,130,213.74 

    未分配利润 -282,358,181.66 -294,568,292.39 

      其中：现金股利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3,806.94 13,806.94 

股东权益合计 949,043,514.31 936,843,589.2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556,620,969.15 2,555,438,305.01 

法  定                     主管会计工作                     会计机构 
代表人：                   的公司负责人：                   负 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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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2005 年第一季度 
编制单位：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 1～3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14,413,689.00  

      减：主营业务成本 13,195,304.57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505,726.41  

二、主营业务利润 712,658.02  

      加：其他业务利润 385,559.27 281,229.94 
      减：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1,651,757.64 3,515,020.79 
          财务费用 8,921,340.63 9,533,127.24 
三、营业利润 -9,474,880.98 -12,766,918.09 
      加：投资收益 21,999,366.15 993,553.74 
          补贴收入 737.00  

          营业外收入  2,082.38 
      减：营业外支出 20,143.32  

四、利润总额 12,505,078.85 -11,771,281.97 
      减：所得税 294,968.12  

五、净利润 12,210,110.73 -11,771,281.97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94,568,292.39 70,156,750.70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利润： -282,358,181.66 58,385,468.73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奖励及福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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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358,181.66 58,385,468.73 
     减： 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282,358,181.66 58,385,468.73 
补充资料 

项    目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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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  定                     主管会计工作                     会计机构 
代表人：                   的公司负责人：                   负 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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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2005 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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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84,548.0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001,136.39 
    现金流入小计 63,385,684.4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7,675,197.4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17,826.01 
    支付的各项税费 986,949.81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998,807.18 
    现金流出小计 72,378,78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93,096.0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5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43,3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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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644,279.8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5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5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2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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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520,75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288,520,75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67,520,75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4,925,734.64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282,446,484.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74,265.3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774,550.89 
法  定                     主管会计工作                     会计机构 

代表人：                   的公司负责人：                   负 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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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项          目  金  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12,210,110.73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1,076,999.20 

        固定资产折旧 472,400.74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31,883.95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2,549,5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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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3.32 

     财务费用 14,925,734.64 

     投资损失（减：收益） -22,150,693.20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3,309,796.5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31,901,380.4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34,566,843.96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93,096.07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9,226,687.7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2,001,2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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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4,550.89 

法  定                     主管会计工作                     会计机构 

代表人：                   的公司负责人：                   负 责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