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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⒛13年第-季度报告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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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张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齐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秦莹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弘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跃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齐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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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728,309,274.89 3,681,878,905.74 l,26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元 ) 2,109,996,840.17 2,055,510,095.05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 1.74 1.69 2.9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51,809,408.30 234,9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 0.04 300.00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54,486,745.12 54,486,745.12 -30.1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4 0.04 -33.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5 1̄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4 0.04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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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2 2.62
减少 1.56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2.62 2.62

减少 1.55个百分

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各转回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小 计 2̄00,000,00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所得税减少以
“—”

表示) 50,0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50,000,00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 78,28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217,396,393 人民币普通股

黄玉梅 2,968,711 人民币普通股

李宽奇 l,330,900 人民币普通股

徐晓华 l,2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

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6,762 人民币普通股

贾薇 l,2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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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囚分析 :

1、 应收账款期末较年初增加 795。ω%,主要是公司之子公司长春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

司本期增加应收通行费拆分账款所致 ;

2、 预付帐款期末较年初增加 100.00%,主 要是由于公司本期预付长平高速改扩建征地

拆迁款等所致 ;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

致 ;

2、 营业外收入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00%,主 要是由于公司上年同期处置固定资产

收益所致 ;

3、 营业外支出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00%,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对外捐赠支出所致。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

陈希 1,178,38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GOF)
1,156,177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 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1,090,8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中清 1,015,600 人民币普通股

项 目 ⒛ 13年 3月 31日 ⒛12年 12月 31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应收账款 270,033.71 30,151.28 239,882.43 795.600/o

预付帐款 14,845,502.25 14,845,502.25 100,00o/o

项 目 ⒛13年 3月 31日 2012年 3月 31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财务费用 17,357,959.99 1,756,059.81 15,601,900.18 888.46%

营业外收入 320,342.50 -320,342.50 -100.00%

营业外支出 200,000.00 200,000,00 100.00%

l、 财务费用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 888.46%,主 要是由于公司本期应付债券利息增加所

项 目 ⒛ 13年 3月 31日 ⒛ 12年 3月 31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诤额 51,809,408.30 15,468,018,12 36,341,390.18 234.95%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866,330.00 -3,030,364.00 2,164,034.00 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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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621,379.94 -621,379.94 -10000%

1、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 234.%%,主要是由于公司上年同期预

付长平高速公路省界段应急工程征地拆迁款 3,850万元等所致 :

2、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较上年同期增长 71.41%,主要是由于公司上年同期处置

固定资产收回现金,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现金减少所致 ;

3、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 1OO。0O%,主要是由于公司之子公司长

春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本期支付借款利息所致。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承 诺∷承诺方∷承诺内容

背景 类型

承诺 时 间是否是 否如未能及时履行应如 未 能及

及期限  有履及 时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时履行应

说 明下一

步计划

∷    ∷行期∷严 格∷具体原因

∷    限 ∷履行

其 他股 份∵吉林省 自吉林高速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洎 吉林 高是  是

承诺 ∷限售 高速公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吉高速 的股 票

∷  路集团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吉林高速的股上 市之 日∷

∷ ∷有限公∷份,也不由吉林高速回购吉高集团直起 36个月

∷  司  ∷接或间接持有的吉林高速的股份。但 内

∷  ∷   ∷是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证券交易所股
∷ ∷  ∷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可以豁免该锁定承
∷
    诺的情形除外。

解 决∷吉林省在吉高集团作为吉林高速控股股东或∷吉林 高速否 是  ∷

关 联∷高速公主要股东期间尽量减少与吉林高速的存续期间  ∷  ∷

交易 ∷路集团关联交易,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  ∷有限公∷规及吉林高速 《公司章程》的规定规|      ∷  ∷

∷  司  范运作关联交易。

解 决∵吉林省在吉林高速存续期间,吉高集团及其∷吉林 高速否 是  ∷

∷同 业高速公∷所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存续期间

竟争 ∷路集团∷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的企业将不会∷

∷ ∷有限公∷从事与吉林高速所属收费高速公路或∷

∷  司  其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    ∷ ∷

∷  ∷   ∷务;如果吉林高速或证券监管部门认

∷     ∷为吉高集团不时拥有的业务与其形成

∵   ∷实质竞争,吉高集团将采取法律、法∷

∷     规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方式加以解         ∷

∷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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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吉林省∷吉高集团严格按照 《公司法》等法律、∷吉林 高速否

∷  ∷高速公∷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监管部门的存续期间

∷  ∷路集团∷要求履行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

∷  ∷有限公∷保证吉林高速在业务、资产、财务、∷

∷  司  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吉高集团及其关Ⅱ

∷   ∷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促使吉∷

∷     ∷林高速建立、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

∷  ∷  构。            ∷

∷资 产吉林省∷吉高集团积极支持吉林高速的持续发∷吉林 高速∷是

注入 :高速公∵展,在分立上市两年内选择适当时机股 票 上 市
∷  ∶路集团∷依法、合规地将其拥有的高速公路等之 日起两∷
∷  |有限公优质资产注入该公司,以增强其持续年内

∷  ∷司  ∷盈利能力。            ∶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⒛13年第一季度报告

是

否  根 据 交 通 运 输 部∷吉高集 团

∷《关于吉林高速公就 相 关事

路股份有限公司资项 已向实

产 注 入 问题 的复∷际控制人

函 》 (财 资 便 字汇报,提请

【201l】 227号 )文∷调整注 资

件精神 ,交通运输方案。

部暂停受理收费公 目前 实 际

路资产上市审批事控 制 人 已

项 。直接导致原资咸 立专 门

产注入承诺无法如钓 组织机

构,正在开

展各项工

作。

期履行。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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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⒛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⒛12年母公司实现

的诤利润 286,215,036.98元 ,根据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作出如下分配预案 :

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286,215,O36,98元 为基数,按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28,ω 1,503.⒛

元,以现有股本 1,213,⒛ 0,000.O0股 为基数,按每 10股派发 0.“ 元(含税)的现金股利,总计

拟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为 刀,“4,sO0.00元 ,该预案尚待股东大会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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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13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沅 币种认 民币 审卉类巫 ii朱经审讯 ^

貅 醐 蜘 炯 2T旁
。亨

扌
^∶

0|∷|

合并资产负债表       ∷∴Ⅰ|∫  、∷∷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1,293,814,174.47 1,243,492,476.1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70,033.71 30,151.28

预付款项 14,845,502.2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7,285,890,25 22,591,492.5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7,492.00 7,831.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336,223,092.68 19266,121,950.96

非流动资产 :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2,824,551.09 2,846,654.79

固定资产 1,923,411,194.08 1,948,624,101.96

在建工程 446,783,637.34 445,225,398,33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
i饣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843,393,44 5,837,393,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223,406.26 13,223,406.26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92,086,182,21 2,415,756,954,78

资产总计 3,728,309,274.89 3,681,878,905.74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60,000,000.00 60,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3,596,892.10 31,165,071.11

预收款项 187,500.00 187,50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907,212.12 5,746,414.74

应交税费 78,278,428.29 78,627,523.64

应付利息 34,100,003.00 23,100,002.0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33,864,483.30 154,340,0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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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43,934,518.81 353,166,564.53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790,207,562.00 789,882,542.00

长期应付款 122,500,000,00 122,500,000.00

专项应付款 37,000,000.00 37,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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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949,707,562,00 949,382,542∶ 00

负债合计 1,293,642,080.81 1,302,549,106.53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杈

益 ):

实收资本 (或股本 ) 1,213,200,000.00 1,213,200,000.00

资本公积 317,182,910,03 317,182,910,03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3,899,405.04 73,899,405.0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涧 505,714,525.10 451,227,779.98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2,109,996,840.17 2,055,510,095.05

少数股东权益 324,670,353,91 323,819,704.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34,667,194.08 2,379,329,799.2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728,309,274.89 3,681,878,905.74

乃
勹
/厶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紊

吻丨 
会计机构负责人: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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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⒛13年 3月 31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顽余额: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1,246,770,780.53 1,213,464,518.0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14,845,502.2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8,661,715,72 22,604,466.02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290,277,998.50 1,236,068,984,04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699,030,000,00 699,03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2,824,551.09 2,846,654,79

固定资产 915,530,661.91 926,100,547.49

在建工程 445,235,032.82 443,676,793,81

工程物资

圃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48,610,956.82 48,610,956,8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11,231,202,64 2,120,264,9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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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3,401,509,201.14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3,329,210,66 3,022,138.00

应交税费 29,193,542.36 29,014,196.90

应付利息 34,100,003.00 23,100,002.0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53,057,782.05 175,156,927,9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19,680,538.07 230,293,264.80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790,207,562.00 789,882,542,00

长期应付款 122,500,000.00 122,500,000,00

专项应付款 35,000,000,00 35,000,000.00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947,707,562.00 947,382,542,00

负债合计 1,167,388,100.07 1,177,675,806.80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或股本 ) l,213,200,000.00 1,213,200,000.00

资本公积 311,388,079.76 311,388,079.76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3,899,405.04 73,899,405,0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35,633,616.27 580,170,645.35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2,234,121,101.07 2,178,658,130.1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3,401,509,201.14 3,356,333,936.95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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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⒛13

合并利润表

⒛13年 1-3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奈额  f

一、营业总收入 151,726,524.13 △ 161,4西沪奶。⒛
其中:营业收入 151,726,524.13

利息收入

己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77,701,472.29 55,335,421,01

其中:营业成本 33,925,527.14 26,066,838.92

禾刂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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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税金及附加 5,159,6I1.21 5,439,858.16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1,258,373.95 22,072,664.12

财务费用 17,357,959.99 1,756,059.81

资产减值损失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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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

三、营业利润 (亏损以
“—”

号填列 )
74,025,051.84 106,087,328.19

加:营业外收入
3209342.5o

减:营业外支出 200,00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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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四、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73,825,051.84 ^1嗨,^山,670.锣丿

减:所得税费用 18,487,656.97

五、净利润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55,337,394.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54,486,745.12 78,038,879.73

少数股东损益 850,649.75 3,493,659.37

六、每股收益 :

(一 )基本每股收益 0.04 0.06

(二 )稀释每股收益 0,04 0.06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55,337,394.87 81,532,539.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54,486,745.12 78,038,879.7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850,649.75 3,493,659.37

法定代表
个彡

冫
移
?/h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丬

衤彳孑 
会计机构负责人:痴廴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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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母公司利润表

⒛13年 1-3月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莶额
一、营业收入 128,721,465.21 且36,661,4多碍45

减:营业成本 17,673,245.74 !9阝犁:叫 0· 36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25,041.23 4,495,878,11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5,831,356.84 17,921,698.89

财务费用 16,741,193.51 -518,062.73

资产减值损失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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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 (亏损以
“—”

号填列 )

74,150,627,89 99,180,183.82

加:营业外收入 320,342.50

减:营业外支出 200,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 以
“—”

号填列 )

73,950,627,89 99,500,526.32

减:所得税费用 18,487,656.97 24,875,131.59

四、净利润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55,462,970.92 74,625,394.73

五、每股收益 :

(一 )基本每股收益

(二 )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55,462,970.92 74,625,394.73

漩 代表人

Z’

/u主 管会计工作负责儿
另

多

亻会计机构负责人: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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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O13年第一
霁豪报告

合并现金流量表

⒛ 13年 1-3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f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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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11,858.02 163,272,6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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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诤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57,050,684.72 51,315,15o,2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0,562,542.74 214,587,777.7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6,211,147.34 122,451,2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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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4,29o.72 20,353,696.3o

支付的各项税费 24,510,819.01 26,859,342.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76,616,877.37 29,455,497.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8,753,134.44 199,119,7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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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09,408.30
!Ⅱ

^|砷
,01Ⅱ

'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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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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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66,330.00 3,426,3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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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330.00 3,426,364.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6,330.00 -3,030,364.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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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621,3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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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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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1,379.94 ∵30,000,000。 Q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诤额 -621,379.9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0,321,698,36 12,437,654.1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243,492,476,11 489,573,925.6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l,293,814,174.47 502,011,579.78

法定代表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
矜挈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彳雳1彡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⒛13年 1-3月          ∷|∷ j∷
·汀Ⅱ·∵,Ⅱ

编制单位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 民币 审计类犁|恭经审Ⅱ, ∷∶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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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721,465.21 ∶l00,f,审 1,438· 4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9,934,728.16 32,000,121.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8,656,193.37 168,661,560,3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591,816.19 120,436,089.2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866,007.22 15,091,322.16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858,439.64 25,225,454.3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211,067.81 13,177,198.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4,527,330.86 173,930,064.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28,862.51 -5,268,503.8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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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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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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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ⅡⅡ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κ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22,600.00 2,134,464。 qo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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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600.00 2,134,464.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2,600.00 -1,738,4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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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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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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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306,262.51 ~7,006,967.8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13,464,518.02 444,123,696.9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46,770,780.53 437,116,729.06

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I作负责人: 

彬

会计机构负责人 :佬
绔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