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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有關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3)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報告 

 

本公告由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2)(a)條規定及上海證券

交易所相關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之第三季度業績。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料

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

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本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未經審計。 

 

1.3 本公司董事長陳錫坤先生，總經理袁建強先生，總會計師肖毅先生及會計機

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聲明：保證季度報告中的財務報告真實和完整。 

 

§2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資料（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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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上年度末 

人民幣千元 

本報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65,467,095 
62,069,378 

5.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資產 

7,349,027 6,763,872 8.7 

 
年初至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淨額（使用以“-”號填

列） 

628,588 

 

897,769 -30.0 

 

 
年初至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營業收入 46,427,919 47,599,937 -2.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231,703 723,193 -68.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

利潤 

124,810 557,596 -77.6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3.37 11.78 
減少 8.41 個百分

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038 -68.4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038 -68.4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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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期金額 

（2020 年 7-9月） 

人民幣千元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額 

（2020 年 1-9 月）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6,117 9,956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 27,948 77,205 

債務重組損益 7,927 45,225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

和支出 

2,931 1,228 

所得稅影響額 -8,606 -26,721 

合計 36,317 106,893 

 

2.2 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表 

    單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2,044 

其中 H股股东人数 345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1 

10,727,89

6,364 

56.51 1,503,568,702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

公司 2 

5,401,919,

694 

28.45 2,595,786,987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中信有限

公司 

1,035,000,

000 

5.45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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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基金 -兴业

银行-华鑫信托-

慧智投资 49 号

结构化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66,666,66

6 

0.35 0 

无 

0 其他 

东海基金－兴

业银行－华鑫

信托－慧智投

资 47 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66,666,66

6 

0.35 0 

无 

0 其他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行 

40,145,89

9 

0.2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江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盛世华章

集合型团体养

老保障管理产

品进取增利 2 号

组合 3 

23,148,85

4 

0.12 23,148,854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4 

13,545,18

1 

0.07 0 
无 

0 其他 

华安基金－兴

业银行－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13,333,30

0 

0.07 0 

无 

0 其他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 -领航

新兴市场股指

基金（交易所） 

9,301,900 0.05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种类 

种类 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9,224,327,662 人民币普通股 9,224,327,66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2,806,210,757 
境外上市外资股 

2,806,210,757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1,0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5,000,000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

托-慧智投资 49 号结构化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66,666,666 

人民币普通股 

66,666,666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

信托－慧智投资 47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6,666,666 

人民币普通股 

66,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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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行 

40,145,899 
人民币普通股 

40,145,89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545,181 人民币普通股 13,545,181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13,33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33,3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

所） 

9,301,900 

人民币普通股 

9,301,900 

杜国扬 5,904,900 人民币普通股 5,90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49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及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47 号结构化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同属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外，本公司未知上述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 

注：1、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 2,595,786,987 股 H 股，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

的股份总数中。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

以代理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本公司 H 股股票。 

3、代表本公司管理层齐心共赢计划持有。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名义持

有人持有香港联交所投资者投资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項目 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幣千元 

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幣千元 

變化 

% 

變化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0 500 -100.0 

主要是由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加大应收票据背书力度，将应

收票据重分类至应收款项融资所

致。 

预付款项 779,619 553,726 40.8 主要是工程施工备料增加所致。 

存货 1,634,891 1,185,504 37.9 主要是 2020 年 1-9 月未完工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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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14,961,286 9,570,249 56.3 
主要是 2020 年 1-9 月已完工未结

算项目增加导致。 

在建工程 481,718 213,819 125.3 
主要是 2020 年 1-9 月购置沙特气

井施工设备等所致。 

应付票据 7,305,667 4,733,932 54.3 
主要是增加对供应商票据结算量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92,404 421,938 64.1 
主要是部分绩效考核工资未发放

所致。 

专项储备 724,391 373,238 94.1 
主要是由于安全防护支出结算主

要集中在第四季度所致。 

 

 

項目 截至 9月 30日止九個月期間 變化 

% 

變化主要原因 

2020 年 

人民幣千元 

2019 年 

人民幣千元 

财务费用 883,403 615,969 43.4 
主要是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导

致汇兑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30,759 99,004 -131.1 

主要是 2019 年 1-9 月收回应收

款项转回坏账准备，由于 2020

年回款低于上年、本年计提坏账

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34,670 63,091 -45.0 
主要是 2019 年 1-9 月核销部分

无需支付的应付款项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7,016 325,337 -36.4 

主要是 2020 年 1-9 月公司盈利

减少导致所得税费用相应降低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8,588 897,769 -30.0 主要是收入下降导致工程回款

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使用以

“-”号填列） 

-643,514 -1,275,151 不适用 主要是低油价下公司优化投资

降低设备购置支出所致。 

 

3.2 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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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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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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承董事會命 

李洪海 

董事會秘書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北京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陳錫坤#、袁建強#、路保平+、樊中海+、魏然

+、姜波*、陳衛東*、董秀成* 

+ 非執行董事 

# 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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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90,976 1,668,837 

应收票据 0  500 

应收账款 10,841,696 11,996,355 

应收款项融资 1,084,342 1,446,389 

预付款项 779,619 553,726 

其他应收款 2,742,033 2,365,41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1,634,891 1,185,504 

合同资产 14,961,286 9,570,24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963,492 1,742,338 

流动资产合计 35,698,335 30,529,316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1,057 39,71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2,847 32,847 

固定资产 21,867,904 23,516,427 

在建工程 481,718 213,819 

使用权资产 1,325,065 1,547,822 

无形资产 303,716 392,947 

长期待摊费用 5,298,576 5,379,47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7,877 417,00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768,760 31,540,062 

资产总计 65,467,095 62,069,37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1,254,246 20,403,075 

应付票据 7,305,667 4,733,932 

应付账款 20,255,669 20,06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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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2,826,795 3,575,654 

应付职工薪酬 692,404 421,938 

应交税费 660,887 843,715 

其他应付款 1,812,906 1,770,597 

其中：应付利息 602 19,158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79,889 535,475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5,288,463 52,352,68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606,099 474,382 

租赁负债 994,594 1,134,746 

长期应付款 715,189 784,37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411,925 449,256 

递延收益 84,941 92,21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6,857 17,85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829,605 2,952,826 

负债合计 58,118,068 55,305,50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8,984,340 18,984,340 

资本公积 11,716,880 11,714,581 

其他综合收益 6,447 6,447 

专项储备 724,391 373,238 

盈余公积 200,383 200,383 

未分配利润 -24,283,414 -24,515,1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7,349,027 

6,763,872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7,349,027 6,763,87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65,467,095 62,069,378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负

责人：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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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9 17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4,398,147 4,399,759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9 83 

流动资产合计 4,398,395 4,400,012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7,891,662 27,891,66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891,662 27,891,662 

资产总计 32,290,057 32,291,67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3,600 11,80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26,631 2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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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8 8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0,239 38,33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50,239 38,33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8,984,340 18,984,340 

资本公积 14,567,122 14,564,824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0,383 200,383 

未分配利润 -1,512,027 -1,496,21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2,239,818 32,253,3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32,290,057 32,291,674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

负责人：裴德芳先生 

合并利润表 

2020 年 1—9 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第三

季度（7-9 月） 

2019 年第三

季度（7-9

月） 

2020 年前三

季度（1-9 月） 

2019 年前三

季度（1-9 月） 

一、营业总收入 14,995,482 17,343,907 46,427,919 47,599,937 

其中：营业收入 14,995,482 17,343,907 46,427,919 47,599,937 

二、营业总成本 15,153,232 17,364,470 46,199,581 46,998,143 

其中：营业成本 13,978,262 16,162,991 42,633,217 43,650,622 

税金及附加 59,892 67,696 164,766 193,048 

销售费用 19,702 18,882 48,580 4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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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515,046 750,057 1,665,738 1,810,577 

研发费用 184,074 203,963 803,877 683,745 

财务费用 396,256 160,881 883,403 615,969 

其中：利息费用 210,699 243,976 687,549 732,136 

利息收入 17,451 33,375 36,856 112,599 

加：其他收益 78,972 153,147 181,755 255,183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883 36,148 48,201 45,55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44 39,864 2,976 49,274 

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7,927 0 45,225 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47,695 94,816 -30,759 99,00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6,117 15,288 9,956 13,85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7,083 278,836 437,491 1,015,390 

加：营业外收入 16,444 38,736 34,670 63,091 

减：营业外支出 13,512 11,819 33,442 29,95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4,151 305,753 438,719 1,048,530 

减：所得税费用 52,423 91,988 207,016 325,33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6,574 213,765 231,703 723,193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66,574 213,765 231,703 723,19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66,574 

 

213,765 231,703 

 

723,193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

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0 0 0 0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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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综合收益总额 -66,574 213,765 231,703 723,193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6,574 213,765 231,703 723,193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0 0 0 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4  

0.011 
0.012 

0.038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4  

0.011 
0.012 

0.038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 元, 上期被合并方

实现的净利润为： 0 元。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

负责人：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利润表 

2020 年 1—9 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第三

季度（7-9 月） 

2019 年第三

季度（7-9 月） 

2020 年前三

季度（1-9 月） 

2019 年前三

季度（1-9 月）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761 332 15,814 17,703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 -4,211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1 1 1 4,212 

加：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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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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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761 -332 -15,815 -13,492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761 -332 -15,815 -13,492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61 -332 -15,815 -13,492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761 -332 -15,815 -13,492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0  

0 
0  

0 

六、综合收益总额 -761 -332 -15,815 -13,492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

负责人：裴德芳先生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0 年 1—9 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19 年前三季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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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03,661 36,347,932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1,833 71,97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475,082 10,866,7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910,576 47,286,69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4,647,984 25,724,454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454,882 10,317,162 

支付的各项税费 770,206 1,065,93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408,916 9,281,3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2,281,988 46,38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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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588 897,76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  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646 1,10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600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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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246 1,71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652,751 1,086,917 

投资支付的现金 9 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0  189,952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2,760 1,276,8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3,514 -1,275,15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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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65,093 25,326,11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565,093 25,326,11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8,530,064 24,237,29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600,247 

56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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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302,421 367,77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432,732 25,174,49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361 151,62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95,296 

56,72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139 -169,02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50,732 2,173,58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72,871 2,004,551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

负责人：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0 年 1—9 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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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19 年前三季度 

金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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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76 1,008,2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76 1,008,23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55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87 1,064,8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87 1,066,7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 -5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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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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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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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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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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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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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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58,50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0 58,67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9 170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负

责人：裴德芳先生 

4.2  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4.3  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4  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