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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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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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354,188.03 295,628,2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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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90,294,378.74 140,331,993.96 

  应收账款 374,563,744.42 388,859,216.38 

  预付款项 15,464,952.87 12,819,5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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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5,410.55 7,682,236.8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26,300,466.37 277,287,535.54 

  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31,459,985.84 137,604,627.43 

流动资产合计 1,231,923,126.82 1,260,213,483.2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10,000,000.00 1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59,378.88 1,559,3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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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72,283.29 63,634,289.55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20,689,913.31 225,365,6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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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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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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27,542.25 38,480,658.42 

  开发支出 1,508,012.44  

  商誉 26,136,223.65 26,136,223.65 

  长期待摊费用 596,286.97 552,438.2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317,213.40 22,157,904.93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028.40 2,274,750.9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0,516,895.30 398,193,271.85 

资产总计 1,622,440,022.12 1,658,406,755.0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3,000,000.00 13,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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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98,264.43 87,950,712.66 

  应付账款 106,490,367.36 107,781,992.10 

  预收款项 104,464,374.30 60,552,5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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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3,424.20 

  应交税费 676,152.61 16,060,456.6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891,443.76 6,151,1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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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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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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484,300.00  

流动负债合计 297,504,902.46 298,750,3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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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2,301.71 19,652,301.7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700,000.00 4,90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77,500.00 750,75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929,801.71 25,303,051.71 

负债合计 321,434,704.17 324,053,3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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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74,892.85 424,574,892.8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3,399.87 5,1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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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盈余公积 65,695,541.63 65,695,541.6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01,210,281.40 135,436,302.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80,093,066.01 1,214,327,681.75 

  少数股东权益 120,912,251.94 120,025,715.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01,005,317.95 1,334,353,397.0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22,440,022.12 1,658,406,7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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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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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01,753.82 213,333,5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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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24,106.86 84,301,027.65 

  应收账款 289,132,301.43 292,840,341.52 

  预付款项 31,075,200.31 10,439,110.17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416,905.93 3,348,911.34 

  存货 268,325,391.01 249,426,857.49 

  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018,532.02 0.00 

流动资产合计 880,194,191.38 853,689,8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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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750,906.93 390,312,913.19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10,910,765.44 215,066,4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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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54,933.03 33,357,510.84 

  开发支出   

  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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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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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54,771.62 27,974,702.73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028.40 2,274,750.90 

非流动资产合计 665,849,405.42 668,986,342.93 

资产总计 1,546,043,596.80 1,522,676,1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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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67,484.68 78,876,376.65 

  应付账款 77,101,697.58 82,522,297.78 

  预收款项 103,211,794.60 59,851,597.66 

  应付职工薪酬 0.00 6,277,723.03 

  应交税费 116,850.25 11,959,631.4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8,483,070.52 2,908,3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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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580,897.63 242,395,9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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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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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080,897.63 243,895,9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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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95,541.63 65,695,541.63 

  未分配利润 144,874,458.48 176,691,972.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6,962,699.17 1,278,780,213.5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546,043,596.80 1,522,676,1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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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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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12,434.86 179,684,480.52 

  其中：营业收入 142,412,434.86 177,063,035.92 

     利息收入  2,621,444.60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78,083,892.89 187,169,522.67 

  其中：营业成本 97,290,878.29 98,720,011.5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3,3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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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8,021.88 1,175,174.45 

     销售费用 20,017,248.50 20,527,596.42 

     管理费用 45,944,668.60 41,934,532.99 

     财务费用 -632,507.26 5,805,748.95 

     资产减值损失 10,035,582.88 19,003,1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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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81.19 -2,618,357.8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2,562,006.26 -2,618,357.81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74,790.25 25,170.42 

    其他收益 6,135,427.8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9,357,458.73 -10,078,229.54 

  加：营业外收入 915,009.52 54,226,792.06 

  减：营业外支出 194,519.32 105,0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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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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8,636,968.53 44,043,560.91 

  减：所得税费用 -1,183,641.60 -1,909,514.5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453,326.93 45,953,075.4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7,453,326.93 45,953,075.45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339,863.57 46,603,804.99 

  少数股东损益 886,536.64 -650,729.54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594.6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8,5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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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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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4.67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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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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7,461,921.60 45,953,075.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28,348,458.24 46,603,804.9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886,536.64 -650,729.54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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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126,030,092.64 146,861,544.46 

  减：营业成本 89,986,970.02 78,762,679.05 

    税金及附加 5,323,062.98 1,097,327.62 

    销售费用 17,762,711.33 17,449,162.12 

    管理费用 29,348,646.43 25,594,340.70 

    财务费用 308,574.35 6,148,168.18 

    资产减值损失 10,628,112.97 19,747,6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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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2,006.26 -2,618,357.8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2,562,006.26 -2,618,357.81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0.00 49,786.00 

    其他收益 2,104,102.82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785,888.88 -4,506,366.18 

  加：营业外收入 468,982.46 50,798,225.26 

  减：营业外支出 194,519.32 105,001.6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27,511,425.74 46,186,857.47 

  减：所得税费用 -1,580,068.89 -3,324,736.7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5,931,356.85 49,511,594.23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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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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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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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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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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综合收益总额 -25,931,356.85 49,511,5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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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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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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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59,843.99 189,333,5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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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621,4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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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427.86 5,489,174.2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9,121,660.49 126,028,757.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3,786,932.34 323,472,956.9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9,390,975.93 141,739,120.8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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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48,346.77 47,017,083.81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037,235.51 8,848,422.4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161,574.57 58,455,312.5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6,238,132.78 246,059,93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51,200.44 77,413,017.2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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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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33,880,000.00 388,6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672,8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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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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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52,803.64 388,669,9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400,496.29 909,288.23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6,880,000.00 484,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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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71,088.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0,280,496.29 485,980,376.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72,307.35 -97,310,4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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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000.00 5,2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499,730.57 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299,730.57 16,54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200,000.00 9,35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6,842,022.13 1,295,8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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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075.1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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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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193,097.30 10,645,837.2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633.27 5,894,162.7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61,803.01 -2,744,419.7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865,937.17 -16,747,715.9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0,532,996.30 280,186,949.5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4,398,933.47 263,439,2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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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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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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46,757.76 215,875,186.34 

  收到的税费返还 2,104,102.82 5,359,654.5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6,368,607.95 1,432,134.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0,519,468.53 222,666,975.1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8,621,943.76 115,024,422.8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40,946,908.32 36,044,770.9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315,623.15 2,259,926.6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372,884.20 46,422,986.0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7,257,359.43 199,752,10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62,109.10 22,914,8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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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6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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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69,9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364,202.29 747,473.28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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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4,202.29 4,247,473.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64,202.29 -4,177,5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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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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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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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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4,346.63 900,408.67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34,346.63 900,408.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34,346.63 -900,408.6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19,848.81 -2,675,536.3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56,288.63 15,161,350.3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4,133,567.64 128,830,383.9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2,377,279.01 143,991,7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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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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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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74,892.85  5,194.80  65,695,541.63  135,436,302.47 120,025,715.31 1,334,353,3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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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74,892.85  5,194.80  65,695,541.63  135,436,302.47 120,025,715.31 1,334,353,397.06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

以“－”号填列） 
      -8,594.67    -34,226,021.07 886,536.63 -33,348,079.11 

（一）综合收益总额       -8,594.67    -28,339,863.57 886,536.63 -27,461,921.61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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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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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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157.50  -5,886,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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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157.50  -5,886,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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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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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74,892.85  -3,399.87  65,695,541.63  101,210,281.40 120,912,251.94 1,301,005,3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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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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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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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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0,773.60  5,194.80  233,801.64  14,261,937.14 -18,240,664.40 -12,710,504.42 

（一）综合收益总额       5,194.80    14,495,738.78 -605,084.92 13,895,848.66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8,970,773.60       -17,635,579.48 -26,606,353.08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8,970,773.60       -17,635,579.48 -26,606,3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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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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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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233,801.64  -233,801.64  0.00 

1．提取盈余公积         233,801.64  -233,8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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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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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74,892.85  5,194.80  65,695,541.63  135,436,302.47 120,025,715.31 1,334,353,3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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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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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95,541.63 176,691,972.83 1,278,780,2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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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95,541.63 176,691,972.83 1,278,780,213.52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

以“－”号填列） 
         -31,817,514.35 -31,817,514.35 

（一）综合收益总额          -25,931,356.85 -25,931,35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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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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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157.50 -5,886,157.50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5,886,157.50 -5,886,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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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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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95,541.63 144,874,458.48 1,246,962,6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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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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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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15,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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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15,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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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801.64 2,104,214.81 2,338,016.45 

（一）综合收益总额          2,338,016.45 2,338,016.45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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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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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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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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801.64 -233,801.64 0.00 

1．提取盈余公积         233,801.64 -233,8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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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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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95,541.63 176,691,972.83 1,278,780,2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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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