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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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唐南军，因公差电话传真联络不上。  

    1.3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闫子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闫子荣，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子纯

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t新智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60050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路林   

联系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五一中路 88号平安大厦 27C  

电话  0591－83335855   

传真  0591－83375597   

电子信箱  zhangll@wholewise.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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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16,611,404.81 341,371,251.84 -7.25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元)  
96,376,008.63 102,675,547.45 -6.14 

每股净资产(元)  0.88 0.93 -5.38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88 0.93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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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881,688.29 8,303,757.20 -215.67 

每股收益(元)  -0.02 -0.07 -66.67 

每股收益
注 1
(元)  -0.02 -0.07 -66.67 

净资产收益率(%)  -0.02 -0.07 -99.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

产收益率(%)  
-0.04 -0.09 -98.7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元)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657,987.58 

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  2,339,898.40 

合计  1,681,910.82 

注 1：如果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公司股本发生变化的，按新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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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27,355,438.97 625,344.27 27,355,438.97  625,344.27 

减：主营业务成本  24,451,523.88 4,725,817.94 24,542,095.88  1,453,094.93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9,993.82  29,993.82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903,915.09 -4,130,467.49 2,813,343.09  -857,744.48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922.48 109,181.42 -1,922.48  109,181.42 

减: 营业费用  955,444.75 276,738.42  276,738.42 

管理费用  3,544,232.44 2,987,862.31 1,342,093.67  1,763,423.08 

财务费用  701,282.49 307,980.75 701,522.21  312,325.3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298,967.07 -7,593,867.55 767,804.73  -3,101,049.92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627,842.42  -3,459,469.58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00.00  1,300.00   
减：营业外支出  3,558.31 -31,807.62 3,558.31  -31,807.6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301,225.38 -7,562,059.93 -1,862,296.00  -6,528,711.88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438,929.38 -1,033,348.05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62,296.00 -6,528,711.88 -1,862,296.00  -6,528,711.88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49,921,880.74 50,674,659.74 45,797,092.76  22,750,316.96 

减：主营业务成本  42,117,552.78 61,253,715.78 41,145,416.05  36,358,186.63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84,721.97  66,188.63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804,327.96 -10,663,778.01 4,651,676.71  -13,674,058.30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6,543.12 196,239.79 76,543.12  196,239.79 

减: 营业费用  4,042,331.32 2,006,586.47 179,770.55  2,006,586.47 

管理费用  9,421,183.69 13,645,897.58 5,368,072.27  10,447,176.39 

财务费用  1,719,699.74 1,541,951.13 1,719,893.82  1,562,594.2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302,343.67 -27,661,973.40 -2,539,516.81  -27,494,175.6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033,602.59  -514,994.67 

补贴收入   1,359,200.50  1,359,200.50 

营业外收入  28,992.48 1,900.80 28,992.48  1,900.80 

减：营业外支出  686,980.06 15,864.41 650,573.50  15,814.4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960,331.25 -26,316,736.51 -7,194,700.42  -26,663,883.41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765,630.83 347,146.90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194,700.42 -26,663,883.41 -7,194,700.42  -26,663,8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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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非 G股公司）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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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福景  316,000 A股 

孙秀英  258,300 A股 

刘畅  250,000 A股 

万文国  248,500 A股 

陈丽频  248,300 A股 

张彦明  248,300 A股 

富虎投资  237,000 A股 

郭继军  224,000 A股 

原绍彬  209,500 A股 

唐立军  203,40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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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04 年年度股东大会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公司管理层进行了

全面改选和调整。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新经营管理班子全部到位并开始行使岗位职能。在本报告期

内，新经营班子主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⑴、清理累积债权债务关系。由于公司经营已经停顿，资金链断裂，新经营班子进入后极其缺乏恢复

经营启动资金，因此，公司一方面重点加强了资金回笼清收工作，建立了清收专班，力争在四季度前

切实清收回恢复经营的必须资金。另一方面，建立了包含了法律人员在内的债务清理小组，加强与债

权人的沟通协调，缓和了各项债务给公司正常运营造成的困扰。 

⑵、着手生产经营的恢复。一是对原有业务的恢复，特别是对已停顿的部分未收尾项目合同确保按质

量标准予以完成；二是恢复与客户的沟通和联系，寻求在目前困难时期客户的理解和支持；三是开始

着手招聘专业人员重建人才队伍，为公司经营的全面恢复储备人才资源。 

⑶、新业务的拓展。由于近几年信息技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仅靠公司传统系统集成项目难以使公司

经营实现全面起飞，因此，新经营班子制定了依托公司 IT系统集成优良资质和市场经验，拓展基于

公司募集资金承诺项目基础之上的移动互联业务和增值服务业务的经营方针，并集中公司资源和人力

重点拓展新业务市场，使公司业务初步有了起色。 

⑷、规范公司管理，清理整顿公司资产。由于公司人员流失严重，历年积累的问题较多，新班子接收

后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不少重大事项资料、印鉴、凭证、重大案件材料以及财务帐目不齐全、不清

楚，特别是对各分支机构的投资，没有一手的财务经营状况资料，公司管理混乱。这种非正常状况已

给公司经营造成严重的障碍。为此，公司首先重塑制度的严肃性，从具体事项抓制度的落实，开始对

日常工作、员工岗位职责、财务审批程序等方面进行规范管理。同时，着手对各分支机构的经营状况

进行清查，对公司资产全面盘点，对历年公司资料重新整理建档。 

总之，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了新老班子的交接更替，各项工作开始步向正轨。但是，要实现公司正

常运营任务仍然艰巨，还需要在公司业务拓展、规范管理、资产盘活等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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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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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分行业   

移动通信  14,294,951.01 10,453,114.26 26.88 

移动互联  35,626,929.73 31,664,438.52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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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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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存放于中国光大银行福州鼓楼支行的 5,000万元募集资金存款被该行划走的事项、公司

投资于海通证券北京中关村营业部 106778 账户内的资金 34,172,120.17 元人民币丢失的事项，目前

均在诉讼过程中。以上资金能否收回将会影响到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目前，公司

聘请了专业律师对以上案件以及公司其它诉讼案件进行全权处理，至本公告之日，上述案件以及公司

其它诉讼案件尚无重大进展，如有重大进展公司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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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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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股公司）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洪和良  

日期: 2005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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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5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期末数  期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1,989.16 755,389.88 41,395.99  150,703.66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39,876,656.23 77,444,974.72 35,942,203.98  76,606,189.72 

其他应收款  172,738,063.06 160,388,236.95 164,081,299.73  154,796,969.95 

预付账款  2,584,090.08 253,850.08 2,584,090.08  253,850.08 

应收补贴款      
存货  13,831,852.74 12,672,332.74 11,319,652.87  12,672,332.74 

待摊费用  1,563,140.00 252,656.90 1,563,140.00  252,56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30,735,791.27 251,767,441.27 215,531,782.65  244,732,606.15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47,133,271.12 47,044,645.32 59,001,375.23  51,708,677.82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47,133,271.12 47,044,645.32 59,001,375.23  51,708,677.82 

其中：合并价差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74,240,611.24 127,413,553.92 62,956,213.32  127,413,553.92 

减：累计折旧  27,373,267.93 37,585,613.49 26,215,246.47  37,585,613.49 

固定资产净值  46,867,343.31 89,827,940.43 36,740,966.85  89,827,940.43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145,287.13 47,302,897.96 8,145,287.13  47,302,897.96 

固定资产净额  38,722,056.18 42,525,042.47 28,595,679.72  42,525,042.47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38,722,056.18 42,525,042.47 28,595,679.72  42,525,042.47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20,286.24 34,122.78 20,286.24  34,122.78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20,286.24 34,122.78 20,286.24  34,122.78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316,611,404.81 341,371,251.84 303,149,123.84  339,000,4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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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4,100,000.00 31,800,000.00 24,100,000.00  31,800,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6,064,469.86 63,202,958.33 56,064,469.86  63,202,958.33 

预收账款  2,791,044.51 799,843.60 2,396,044.51  404,843.60 

应付工资  2,442,844.34 3,458,528.06 2,442,844.34  3,193,528.07 

应付福利费  13,916,609.84 13,832,834.74 13,810,402.94  13,697,067.42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830,632.12 785,231.80 -448,443.99  901,924.43 

其他应交款  72,600.15 64,802.99 72,600.15  64,802.99 

其他应付款  119,782,449.33 122,182,489.57 107,165,334.67  121,889,914.20 

预提费用  1,169,862.73 1,175,862.73 1,169,862.73  1,169,862.73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19,509,248.64 237,302,551.82 206,773,115.21  236,324,9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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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09,248.64 237,302,551.82 206,773,115.21  236,324,901.77 

少数股东权益  726,147.54 1,393,152.5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资本公积  293,302,010.60 292,406,849.00 293,302,010.60  292,406,849.00 

盈余公积  15,189,566.94 15,189,566.94 15,189,566.94  15,189,566.94 

其中：法定公益金  5,063,188.98 5,063,188.98 5,063,188.98  5,063,188.98 

未分配利润  -322,115,568.91 -314,920,868.49 -322,115,568.91  -314,920,868.49 

拟分配现金股利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减：未确认投资损失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96,376,008.63 102,675,547.45 96,376,008.63  102,675,547.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316,611,404.81 341,371,251.84 303,149,123.84  339,000,449.22 

公司法定代表人: 洪和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闫子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 赵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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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5年 7-9月 

编制单位: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27,355,438.97 625,344.27 27,355,438.97  625,344.27 

减：主营业务成本  24,451,523.88 4,725,817.94 24,542,095.88  1,453,094.93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9,993.82  29,993.82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2,903,915.09 -4,130,467.49 2,813,343.09  -857,744.48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922.48 109,181.42 -1,922.48  109,181.42 

减: 营业费用  955,444.75 276,738.42  276,738.42 

管理费用  3,544,232.44 2,987,862.31 1,342,093.67  1,763,423.08 

财务费用  701,282.49 307,980.75 701,522.21  312,325.3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298,967.07 -7,593,867.55 767,804.73  -3,101,049.92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627,842.42  -3,459,469.58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00.00  1,300.00   
减：营业外支出  3,558.31 -31,807.62 3,558.31  -31,807.6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2,301,225.38 -7,562,059.93 -1,862,296.00  -6,528,711.88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438,929.38 -1,033,348.05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62,296.00 -6,528,711.88 -1,862,296.00  -6,528,711.88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14,920,868.49 -148,788,969.64 -314,920,868.49  -148,788,969.64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316,783,164.49 -155,317,681.52 -316,783,164.49  -155,317,6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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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填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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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783,164.49 -155,317,681.52 -316,783,164.49  -155,317,6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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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弥补亏损以“-”号

填列)  
-316,783,164.49 -155,317,681.52 -316,783,164.49  -155,317,681.52 

公司法定代表人: 洪和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闫子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 赵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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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5年 1-9月 

编制单位: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49,921,880.74 50,674,659.74 45,797,092.76  22,750,316.96 

减：主营业务成本  42,117,552.78 61,253,715.78 41,145,416.05  36,358,186.63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84,721.97  66,188.63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7,804,327.96 -10,663,778.01 4,651,676.71  -13,674,058.30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76,543.12 196,239.79 76,543.12  196,239.79 

减: 营业费用  4,042,331.32 2,006,586.47 179,770.55  2,006,586.47 

管理费用  9,421,183.69 13,645,897.58 5,368,072.27  10,447,176.39 

财务费用  1,719,699.74 1,541,951.13 1,719,893.82  1,562,594.2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7,302,343.67 -27,661,973.40 -2,539,516.81  -27,494,175.6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4,033,602.59  -514,994.67 

补贴收入   1,359,200.50  1,359,200.50 

营业外收入  28,992.48 1,900.80 28,992.48  1,900.80 

减：营业外支出  686,980.06 15,864.41 650,573.50  15,814.4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7,960,331.25 -26,316,736.51 -7,194,700.42  -26,663,883.41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765,630.83 347,146.90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194,700.42 -26,663,883.41 -7,194,700.42  -26,663,883.41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14,920,868.49 -148,788,969.64 -314,920,868.49  -148,788,969.64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322,115,568.91 -175,452,853.05 -322,115,568.91  -175,452,8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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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

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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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115,568.91 -175,452,853.05 -322,115,568.91  -175,452,8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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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弥补亏损以“-”

号填列)  
-322,115,568.91 -175,452,853.05 -322,115,568.91  -175,452,853.05 

公司法定代表人: 洪和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闫子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 赵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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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5年 1-9月 

编制单位: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合并数  母公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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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85,073.21  79,354,738.4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425,449.79  12,772,230.78 

现金流入小计  103,510,523.00  92,126,969.2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3,941,089.04  49,864,683.8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387,338.52  2,411,255.14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8,978.60  96,482.89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6,519,359.64  30,894,655.09 

现金流出小计  95,206,765.80  83,267,076.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03,757.20  8,859,892.3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出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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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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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0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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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097.92  5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097.92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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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4,350,000.00  14,35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0.00   
现金流入小计  14,350,140.00  14,35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2,050,000.00  22,05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769,200.00  769,200.00 

其中：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依法减资支付给少数股东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22,819,200.00  22,819,2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69,060.00  -8,469,2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3,400.72  -109,3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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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7,194,700.42  -7,194,700.42 

加：少数股东损益(亏损以“-”号填列)  -765,630.83   

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1,776,093.54  -1,776,093.54 

固定资产折旧  4,996,222.58  3,838,201.12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3,836.54  13,836.54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1,310,580.00  -1,310,580.00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28,992.48  -28,992.48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769,200.00  769,200.00 

投资损失（减：收益）   4,033,602.59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159,520.00  1,352,679.8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32,703,683.90  29,049,415.9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7,818,642.87  -19,761,694.73 

其他  -125,025.68  -124,982.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03,757.20  8,859,8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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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89.16  41,395.99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755,389.88  150,7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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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400.72  -109,307.67 

公司法定代表人: 洪和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闫子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 赵子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