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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马婷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邓莹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王小强
公司负责人马婷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小强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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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自行添加财务指标
自行添加财务指标

864,887,138.61
118,050,047.7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19,173,349.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37,538,049.36
446,264.00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
上年度末增减
(%)
765,758,367.70
12.95
117,603,783.76
0.38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1－9 月）
减(%)
-941,527.40
不适用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1－9 月）
减(%)
13,804,903.50
171.92
-1,528,893.68
不适用

480,846.44

-1,580,288.68

不适用

0.175
0.003
0.003

不适用
-0.01
-0.0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本期金额
（7－9 月）

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合计
2.2

-34,582.44
-34,582.44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11,958

股东总数

股东名称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张金成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谭养养
张淑平

股东性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7

33,589,968

33,589,968

境内自然人

11.00

17,700,009

7,764,195

质押

15,764,195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5

5,231,016

5,231,008

冻结

5,231,016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43
1.16

2,308,800
1,86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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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晓斌
许亚林
何洪春
程中良
陈剑

境内自然人
0.90
1,446,937
无
境内自然人
0.84
1,349,520
无
境内自然人
0.78
1,26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0.71
1,15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0.65
1,053,922
1,053,922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股东名称（全称）
股份种类及数量
件流通股的数量
张金成
9,935,814 人民币普通股
9,935,814
谭养养
2,3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8,800
张淑平
1,863,757 人民币普通股
1,863,757
冷晓斌
1,446,937 人民币普通股
1,446,937
许亚林
1,349,520 人民币普通股
1,349,520
何洪春
1,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000
程中良
1,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0,000
史雪梅
922,447 人民币普通股
922,447
仲晓斐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王淑莲
740,300 人民币普通股
740,300
公司无法查证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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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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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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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2011）西民
四破字第 00007-7 号《民事裁定书》，申请人上海凯聚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聚电子
"）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西安中院申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西安中院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裁定受理凯聚电子提出的对本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依法裁定公司
重整，自 2011 年 12 月 22 日起至重整程序终止之日为重整期间。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及 2012 年 2 月 2 日，本公司破产重整第一次、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截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共有 20 户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983,321,471.40 元、美元 13,407,150.18 元；其中申报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75,228,667.16 元。经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506,762,698.74 元、美元 25,
899,781.59 元。
2012 年 2 月 21 日，本公司收到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2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1、
确认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等 14 户债权人的债权人民币 312,162,698.74
元，美元 25,899,781.59 元。其中担保债权人民币 27,961,563.95 元、美元 18,558,037.04 元；
普通债权人民币 284,201,134.79 元、美元 7,341,744.55 元。2、对上海舜东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舜东投资"）申报的债权数额人民币 194,600,000 元予以确认，舜东投资在债权人会议
上行使临时表决权。
2012 年 4 月 6 日,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债权人会议对《西安宏盛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优先债
权组、职工债权组予以通过，普通债权组经表决未通过。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
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依法向西安中院申请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草案》。2012 年 4 月 23 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批准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二、终止西安宏盛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2012 年 8 月 2 日，经西安中院司法鉴定中心摇号产生了三家拍卖机构（陕西西部拍卖有限公
司、陕西汇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开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0 月 18 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民事裁定书》（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46 号
和第 00007-47 号，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已基本完成，但关于资产处
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西安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裁定延长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 2013 年 4 月 22 日。
2012 年 11 月，公司资产的查封、冻结得到全部解除。
2013 年 4 月 20 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60 号和第 00007-61 号
《民事裁定书》，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
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西安中院裁定延长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
行监督期限至 2013 年 10 月 22 日。
2012 年 7 月 31 日，公司按照《重整计划》要求以公司原总股本 128,728,066 股为基础，用
资本公积金按每 10 股转增 2.5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32,182,016 股股份，
该部分股份登记至全体股东名下。2012 年 8 月 1 日，全体股东名下新增的股份过户至本公司（破
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2012 年 8 月 9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
字[2012]第 113751 号《验资报告》，公司股本由 12,872.8066 万元人民币现变更为 16,09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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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民币。2012 年 9 月 14 日，公司完成了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2012 年 9 月 29 日，根据《重整计划》，战略投资者莱茵达控股集团、张金成将其持有的莱
茵达公司 45%股权于过户至本公司名下。2012 年 10 月 9 日，按照《重整计划》，本公司（破产
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的 25,745,613 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 7,764,195 股，无限售流通股
17,981,418 股）过户至张金成名下，张金成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0%，成为公司第
二大股东。此外，本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名下的剩余 6,436,403 股股份将偿付给债
权人以提高对债权人的清偿比例。
公司重整拍卖的主要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电子设备及办公设备、应收债权、长期投资
及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无形资产。
截至报告出具日，公司破产重整项目的资产已进行了八次公开拍卖，第二次拍卖中竞买人陈
剑以 18,03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持有的公司 3,494,743 股股票(其
中：限售流通股 1,053,922 股，无限售流通股 2,440,821 股)，第一、三、四次拍卖均因无人报
名而流拍。2013 年 4 月 20 日第五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张新龙以 4,30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
竞得公司破产重整项目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竞买人左林佳以 21,10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厦"首层甲部（1F2-1F10）,建筑面积 813.1 ㎡；竞买人姚
庆以 45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 25 号、
26 号、28 号停车位；竞买人彭琪以 1,25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 18 至 24 号以及 27 号、29 号停车位。2013 年 6 月 4 日第六次公开
拍卖中竞买人邹卫国以 6,50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
厦"地下一层甲部（建筑面积 1449.88 ㎡）；竞买人虞忠国以 6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电
子设备及办公家具；竞买人樊建华以 24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 33 号、34 号停车位；竞买人邹卫国以 12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 36 号停车位。2013 年 9 月 10 日第七次公开
拍卖中竞买人樊建华以 96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厦
"地下二层 30 号、31 号、32 号、43 号、44 号、45 号、46 号、47 号停车位；竞买人万正强、
樊建华以 12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 35
号停车位；竞买人章克俭以 1,17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西安宏盛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丰华股份"16.65 万股限售流通股【证券代码 600615】）。2013 年
10 月 10 日第八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上海任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 9,37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
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厦"7 层局部（建筑面积 549.47 ㎡）。
公司破产重整项目资产第九次公开拍卖定于 2013 年 11 月 9 日上午在西安中院进行。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收到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85 号和第 00007-86 号
《民事裁定书》，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
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西安中院裁定延长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
行监督期限至 2014 年 4 月 22 日。
2、中国远大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26 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本公司清偿货款及
代理费、逾期利息、汇率损失总计人民币 211,793,387.87 元，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上
述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已终审裁决，裁决款大部分已支付，剩余款项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 45,547,064.72
元。
3、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诉讼本公司归还 2500 万元借款，诉讼已调解，目前裁决款部分已支付，
剩余款项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
债权为人民币 26,526,578.06 元。
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起诉安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宏普国际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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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仲裁已裁决归还代偿款本金及代偿款利息、
仲裁费等，未执行付款。后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2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 1,434,985.95 元、美元 18,558，037.04 元。
5、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讼本公司向其支付欠款本金 、利息、汇兑损益等，已
调解，调解款已大部分支付，剩余款项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 17,557,139.24 元、美元 7,341,744.55 元。
6、上海舜东投资有限公司诉讼本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裁决，因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按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舜东公司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经西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舜东公司债权为
人民币 19,460 万元，并给予舜东公司前述金额的临时表决权。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金成承诺莱茵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2、2013 年实现净利润均不低于 2500 万元，如未实现上述承诺净利润，莱茵达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张金成承诺在公司年报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按上述承诺净利润与实现
净利润间差额的 45%补足给公司。
以上承诺目前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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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婷婷
2013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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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3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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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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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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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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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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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计
9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77,913,928.88

16,829,050.92

3,015,567.70
1,334,017.50

2,932,507.40
2,098,647.50

12,484,264.90

7,493,815.34

4,173,303.41
98,921,082.39

4,173,303.41
33,527,324.57

753,933,818.71

722,355,189.09

775,715.23

958,944.32

6,933.22

9,333.25

6,472,268.74
4,170,682.82
606,637.50

6,472,268.74
1,828,670.23
606,637.50

765,966,056.22
864,887,138.61

732,231,043.13
765,758,3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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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710,000.00
3,450,7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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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款项
8,852.10
27,791.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556,612.81
2,499,776.58
应交税费
-795,724.48
10,684,179.7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654,896.70
18,574,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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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8,8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3,134,637.13
47,635,488.6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19,266,100.78
293,268,400.59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175,224,756.50
171,423,287.50
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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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490,857.28
464,691,688.09
负债合计
607,625,494.41
512,327,176.7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60,910,082.00
160,910,082.00
资本公积
207,792,613.40
207,792,613.40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231,444.90
8,231,444.9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58,884,092.54
-259,330,356.54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8,050,047.76
117,603,783.76
少数股东权益
139,211,596.44
135,827,407.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7,261,644.20
253,431,191.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64,887,138.61
765,758,367.70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婷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莹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小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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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3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74,046.45
368,904.91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015,567.70
2,932,507.40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173,303.41
4,173,303.41
流动资产合计
7,562,917.56
7,474,7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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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06,135.90
110,706,135.9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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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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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06,135.90
110,706,135.90
资产总计
118,269,053.46
118,180,8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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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2.10
27,791.00
应付职工薪酬
556,612.81
294,776.58
应交税费
431,710.87
770,247.6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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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8,888,359.86
6,381,900.4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9,885,535.64
7,474,715.7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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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9,885,535.64
7,474,715.7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60,910,082.00
160,910,082.00
资本公积
207,792,613.40
207,792,613.40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231,444.90
8,231,444.9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68,550,622.48
-266,228,004.4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8,383,517.82
110,706,135.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18,269,053.46
118,180,851.62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婷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莹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小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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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年初至报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期末金额（1-9 告期期末金额
（7－9 月）
（7－9 月）
月）
（1-9 月）
11,306,006.37 4,581,041.04 37,538,049.36 13,804,903.50
11,306,006.37 4,581,041.04 37,538,049.36 13,804,903.50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1,423,893.90
其中：营业成本
0.00
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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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05.22
销售费用
0.00
管理费用
3,466,630.52
财务费用
7,776,158.16
资产减值损失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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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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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87.53
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0.00
减：营业外支出
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117,887.53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228,397.6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346,285.19
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3,141.32
少数股东损益
376,856.13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4
13

5,485,149.40
3,161,333.73

31,620,406.62
0.00

15,469,973.70
8,046,049.47

461,010.38
19,566.20
1,420,265.63
418,269.96
4,703.50

683,245.66
4,500.00
12,069,190.27
18,863,470.69
0.00

1,544,423.99
80,811.20
4,727,915.28
1,043,138.43
27,635.33

971.20

0.00

971.20

-903,137.16

5,917,642.74

-1,664,099.00

0.00
100.00

0.00
34,582.44

51,595.00
200.00

-903,237.16

5,883,060.30

-1,612,704.00

0.00

2,052,607.10

0.00

-903,237.16

3,830,453.20

-1,612,704.00

-929,892.02
26,654.86

446,264.00
3,384,189.20

-1,528,893.68
-83,810.32

-0.006
-0.006

0.003
0.003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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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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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285.19

-903,237.16

3,830,453.20

-1,612,704.00

-723,141.32

-929,892.02

446,264.00

-1,528,893.68

376,856.13

26,654.86

3,384,189.20

-83,8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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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3,071.28 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婷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莹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小强

母公司利润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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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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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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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婷婷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年初至报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期末金额（1-9 告期期末金额
（7－9 月）
（7－9 月）
月）
（1-9 月）
0.00
2,183,445.70
0.00
7,724,508.70
0.00
1,148,762.34
0.00
2,895,975.24
0.00
383,830.17
0.00
1,322,615.89
0.00
0.00
0.00
0.00
1,031,037.92
1,273,788.43
2,285,118.78
4,252,356.98
440.24
417,832.73
2,916.86
1,040,961.16
0.00
16,362.62
0.00
25,694.45

0.00

971.20

0.00

971.20

-1,031,478.16

-1,056,159.39

-2,288,035.64

-1,812,123.82

0.00
0.00

0.00
100.00

0.00
34,582.44

51,595.00
100.00

-1,031,478.16

-1,056,259.39

-2,322,618.08

-1,760,628.82

-1,031,478.16

-1,056,259.39

-2,322,618.08

-1,760,628.82

-0.006
-0.006

-0.007
-0.007

-0.014
-0.014

-0.011
-0.011

-1,031,478.16 -1,056,259.39 -2,322,618.08 -1,760,628.82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莹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小强

4.3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3 年 1—9 月
编制单位: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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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金额（1-9 月）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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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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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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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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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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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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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6

43,919,517.75

12,787,037.58

2,506,459.38
46,425,977.13
20,437,936.42

51,595.00
12,838,632.58
9,040,476.31

7,287,544.85
20,597,225.35
17,276,620.30
65,599,326.92
-19,173,349.79

2,344,771.83
1,270,856.69
1,124,055.15
13,780,159.98
-941,527.4

261,703,126.11
971.2

261,703,126.11

971.2

293,303,058.73

293,303,058.73
-31,599,932.62

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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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87,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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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3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5,441,839.6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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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5,441,839.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858,160.3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3.2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084,877.96
-940,512.9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829,050.92
2,289,714.6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7,913,928.88
1,349,201.7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婷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莹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小强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3 年 1—9 月
编制单位: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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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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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1,338.1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06,459.38
51,595.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06,459.38
5,812,933.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895,975.2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58,316.17
1,190,332.5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38,536.79
1,033,224.1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04,464.88
499,327.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01,317.84
5,618,85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41.54
194,0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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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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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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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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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141.54
195,088.3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8,904.91
780,019.2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4,046.45
975,107.56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婷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莹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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