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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96,360,286.96 285,186,356.8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0.00 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85,151,019.69 155,752,441.98 

  应收账款 368,438,685.38 414,333,381.72 

  预付款项 13,339,307.19 12,902,6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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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7,057.56 8,529,366.5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75,611,569.73 324,012,457.25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27,085,428.52 28,913,514.94 

流动资产合计 1,276,163,355.03 1,229,630,168.2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13,750,000.00 24,5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21,800.00 1,521,8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8,032,012.71 8,032,012.71 

  长期股权投资 62,013,653.64 64,632,011.45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25,214,587.19 232,132,8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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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在建工程 5,028,003.51 4,890,229.27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0.00 0.0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0,949,583.69 43,407,382.87 

  开发支出   

  商誉 75,109,811.85 75,109,811.85 

  长期待摊费用 620,355.44 688,272.6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417,459.46 26,189,355.91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028.40 78,028.4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59,735,295.89 481,181,707.11 

资产总计 1,735,898,650.92 1,710,811,875.3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300,000.00 16,3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74,493,560.88 62,919,818.93 

  应付账款 119,230,146.83 123,137,541.66 

  预收款项 152,222,507.64 122,136,217.4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0.00 7,745,404.49 

  应交税费 1,035,326.17 8,674,433.49 

  应付利息 0.00 0.00 

  应付股利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11,967,206.94 15,437,3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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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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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953,226.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374,201,974.46 356,350,723.8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300,000.00 6,30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924,000.00 1,097,25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7,224,000.00 7,397,250.00 

负债合计 381,425,974.46 363,747,973.8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88,615,750.00 588,615,7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83,661,365.98 433,545,666.45 

  减：库存股 0.00 0.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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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盈余公积 65,461,739.99 65,461,739.9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67,778,170.32 121,174,365.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5,517,026.29 1,208,797,521.77 

  少数股东权益 148,955,650.17 138,266,379.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4,472,676.46 1,347,063,901.4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35,898,650.92 1,710,811,875.32 

法定代表人：张晓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君涵                    会计机构负责人：运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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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3,833,681.30 128,903,733.0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78,503,907.91 95,350,575.30 

  应收账款 281,890,325.31 325,400,924.41 

  预付款项 7,252,611.71 10,043,206.51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466,830.48 6,174,769.53 

  存货 339,391,939.31 289,400,676.96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015,954.36 219,248.04 

流动资产合计 884,355,250.38 855,493,1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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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185,360.64 436,419,417.98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19,615,908.94 226,039,6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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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22,493.23 35,865,536.55 

  开发支出   

  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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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374,292.93 22,114,541.62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028.40 78,028.40 

非流动资产合计 764,876,084.14 720,517,177.40 

资产总计 1,649,231,334.52 1,576,010,311.2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69,035,169.58 57,810,800.86 

  应付账款 96,606,487.08 98,655,764.88 

  预收款项 148,041,792.14 121,697,182.45 

  应付职工薪酬  6,655,201.33 

  应交税费 99,634.76 3,309,409.6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994,459.66 9,939,755.02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21,777,543.22 298,068,114.1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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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递延收益 1,500,000.00 1,50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00,000.00 1,500,000.00 

负债合计 323,277,543.22 299,568,114.1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88,615,750.00 588,615,7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47,776,949.06 447,776,949.0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5,461,739.99 65,461,739.99 

  未分配利润 224,099,352.25 174,587,758.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25,953,791.30 1,276,442,197.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49,231,334.52 1,576,010,311.21 

法定代表人：张晓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君涵                     会计机构负责人：运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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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79,684,480.52 130,939,927.36 

  其中：营业收入 177,063,035.92 125,520,585.80 

     利息收入 2,621,444.60 5,419,341.56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87,169,522.67 153,954,006.87 

  其中：营业成本 98,720,011.52 83,455,093.65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3,302.86 3,1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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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金及附加 1,175,174.45 1,515,782.50 

     销售费用 20,527,596.42 14,280,807.28 

     管理费用 41,934,532.99 42,286,202.93 

     财务费用 5,805,748.95 -1,231,412.26 

     资产减值损失 19,003,155.48 13,644,4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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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8,357.81 -3,152,515.5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2,618,357.81 -3,152,515.59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103,399.96 -26,166,595.10 

  加：营业外收入 54,281,097.23 6,604,277.6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54,305.17 23,486.23 

  减：营业外支出 134,136.36 377,1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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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9,134.7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4,043,560.91 -19,939,514.11 

  减：所得税费用 -1,909,514.54 1,648,218.1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5,953,075.45 -21,587,732.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603,804.99 -23,891,477.67 

  少数股东损益 -650,729.54 2,303,745.39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

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

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

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

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

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45,953,075.45 -21,587,732.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46,603,804.99 -23,891,4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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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650,729.54 2,303,745.3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8 -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8 -0.04 

 

法定代表人：张晓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君涵                    会计机构负责人：运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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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146,861,544.46 97,338,114.31 

  减：营业成本 78,762,679.05 68,886,130.81 

    税金及附加 1,097,327.62 658,314.51 

    销售费用 17,449,162.12 10,874,384.23 

    管理费用 25,594,340.70 30,588,427.88 

    财务费用 6,148,168.18 -376,977.27 

    资产减值损失 19,747,661.16 14,258,9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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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8,357.81 -3,152,515.5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2,618,357.81 -3,152,515.59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556,152.18 -30,703,636.22 

  加：营业外收入 50,852,530.43 6,016,929.6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54,305.17 23,486.23 

  减：营业外支出 109,520.78 368,935.0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4,519.17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46,186,857.47 -25,055,641.61 

  减：所得税费用 -3,324,736.7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9,511,594.23 -25,055,641.61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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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

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49,511,594.23 -25,055,641.6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张晓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君涵                     会计机构负责人：运乃云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13 

合并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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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33,580.96 187,803,4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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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2,621,444.60 5,419,3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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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9,174.27 12,562,659.2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6,028,757.09 27,430,500.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3,472,956.92 233,215,923.6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1,739,120.84 115,196,130.06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10,000,000.00 -6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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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17,083.81 36,577,283.32 

  支付的各项税费 8,848,422.46 22,003,789.2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455,312.55 77,816,771.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6,059,939.66 191,593,97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413,017.26 41,621,949.9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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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88,600,000.00 125,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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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0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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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8,669,900.00 125,93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909,288.23 863,163.10 

  投资支付的现金 484,900,000.00 171,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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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88.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5,980,376.23 172,763,163.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310,476.23 -46,833,163.1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1,3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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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000.00 6,2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540,000.00 6,2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350,000.00 4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295,837.28 93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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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645,837.28 40,930,5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94,162.72 -34,73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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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2,744,419.71 1,891,564.9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747,715.96 -38,050,148.1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0,186,949.57 267,213,128.7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3,439,233.61 229,162,980.55 

法定代表人：张晓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君涵                     会计机构负责人：运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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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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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75,186.34 153,966,488.96 

  收到的税费返还 5,359,654.50 12,208,641.2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32,134.32 24,371,082.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2,666,975.16 190,546,212.3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5,024,422.89 94,845,312.9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36,044,770.90 28,580,842.21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59,926.60 9,908,116.2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6,422,986.08 63,572,315.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9,752,106.47 196,906,58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14,868.69 -6,360,37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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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0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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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00.00 3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47,473.28 22,7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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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7,473.28 22,7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7,573.28 7,3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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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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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900,408.67 930,5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00,408.67 40,930,5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0,408.67 -40,930,5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2,675,536.36 1,852,250.1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161,350.38 -45,431,324.8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8,830,383.96 148,049,728.7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3,991,734.34 102,618,403.95 

法定代表人：张晓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君涵                     会计机构负责人：运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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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

合收益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额 588,615,750.00    433,545,666.45    65,461,739.99  121,174,365.33 138,266,379.71 1,347,063,901.48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其他              

二、本年期初余额 588,615,750.00    433,545,666.45    65,461,739.99  121,174,365.33 138,266,379.71 1,347,063,901.48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

以“－”号填列） 
    -49,884,300.47      46,603,804.99 10,689,270.46 7,408,774.98 

（一）综合收益总额           46,603,804.99 -650,729.54 45,953,075.45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49,884,300.47       11,340,000.00 -38,544,300.47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49,884,300.47       11,340,000.00 -38,544,3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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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

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

益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4．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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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

益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588,615,750.00    383,661,365.98    65,461,739.99  167,778,170.32 148,955,650.17 1,354,472,6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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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上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

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

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优先股 

永续

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额 594,282,750.00    443,546,781.56 5,667,000.00   63,320,557.62  110,405,046.19 
139,702,957.2

7 
1,345,591,092.64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 
             

    其他              

二、本年期初余额 594,282,750.00    443,546,781.56 5,667,000.00   63,320,557.62  110,405,046.19 
139,702,957.2

7 
1,345,591,092.64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列） 
-5,667,000.00    -10,001,115.11 -5,667,000.00   2,141,182.37  10,769,319.14 -1,436,577.56 1,472,808.84 

（一）综合收益总额           12,910,501.51 5,381,882.25 18,292,383.76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5,667,000.00    -10,001,115.11 -5,667,000.00      -6,818,459.81 -16,819,574.92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6,818,459.81 -6,818,4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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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上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

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

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5,667,000.0

0 
   -10,001,115.11 -5,667,000.00       -21,335,115.11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2,141,182.37  -2,141,182.37  0.00 

1．提取盈余公积         2,141,182.37  -2,141,182.37  0.00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4．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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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上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

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优先股 

永续

债 
其他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588,615,750.00    433,545,666.45 0.00   65,461,739.99  121,174,365.33 138,266,379.71 1,347,063,901.48 

法定代表人：张晓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君涵                                          会计机构负责人：运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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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

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额 
588,615,750.0

0 
   447,776,949.06    65,461,739.99 174,587,758.02 1,276,442,197.07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期初余额 
588,615,750.0

0 
   447,776,949.06    65,461,739.99 174,587,758.02 1,276,442,197.07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

以“－”号填列） 
         49,511,594.23 49,511,594.23 

（一）综合收益总额          49,511,594.23 49,511,594.23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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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

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

股 
永续债 其他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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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

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

股 
永续债 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588,615,750.00    447,776,949.06    65,461,739.99 224,099,352.25 1,325,953,7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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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上期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额 594,282,750.00    443,511,809.06 5,667,000.00   63,320,557.62 155,317,116.66 1,250,765,233.34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期初余额 594,282,750.00    443,511,809.06 5,667,000.00   63,320,557.62 155,317,116.66 1,250,765,233.34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

少以“－”号填列） 
-5,667,000.00    4,265,140.00 -5,667,000.00   2,141,182.37 19,270,641.36 25,676,963.73 

（一）综合收益总额          21,411,823.73 21,411,823.73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5,667,000.00    4,265,140.00 -5,667,000.00     4,265,140.00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

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5,667,000.00    4,265,140.00 -5,667,000.00     4,265,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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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上期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2,141,182.37 -2,141,182.37 0.00 

1．提取盈余公积         2,141,182.37 -2,141,182.37 0.00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

分配 
           

3．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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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上期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588,615,750.00    447,776,949.06    65,461,739.99 174,587,758.02 1,276,442,197.07 

法定代表人：张晓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君涵                                          会计机构负责人：运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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