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50,168,012.49      827,401,6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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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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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应收款        32,659,719.93       39,778,921.51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146,430,066.82     3,944,186,306.15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5,029,257,799.24     4,811,366,861.4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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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463.59          421,616.43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8,672.45           81,3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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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136.04          502,966.01  

资产总计      5,029,722,935.28     4,811,869,827.4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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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1,301,095.11      164,342,155.84  

预收款项      3,326,452,409.75     3,103,591,637.7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41,549.87           63,587.61  

应交税费       -302,976,205.51       -276,269,049.55  

其他应付款       402,089,718.44      401,787,905.63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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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7,108,567.66     3,393,516,237.2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380,000,000.00     1,38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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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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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000,000.00     1,380,000,000.00  



负债合计      4,997,108,567.66     4,773,516,237.2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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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85,632.38      -61,646,409.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2,614,367.62       38,353,590.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5,029,722,935.28     4,811,869,827.44  
 

  
法定代表人： 李大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冀叶翔    会计机构负责人： 祁丹   

 

  



合并利润表 

2019 年 1-3 月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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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3,763.54        9,248,324.08  

其中：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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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金及附加           796,890.47          417,154.54  

销售费用         5,140,859.04         8,805,170.30  

管理费用                                 14,563.11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6,014.03           11,436.13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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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943,763.54        -9,248,324.08  

加：营业外收入           204,541.00           2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739,222.54        -9,228,324.08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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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少数股东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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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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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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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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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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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冀叶翔  会计机构负责人： 祁丹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9 年 1—3 月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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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65,313.00     514,268,4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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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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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885,287.49          919,586.9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1,950,600.49      515,188,052.1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6,587,616.95        94,736,9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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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4,567.24        4,682,422.5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390,133.34       58,499,065.9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8,957,789.38        1,815,173.2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17,120,106.91      159,733,59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30,493.58      355,454,4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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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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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4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2,064,114.86       43,477,0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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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4,114.86      367,117,072.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64,114.86       -367,117,0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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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66,378.72       -11,662,616.1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27,401,633.77       679,521,790.8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50,168,012.49       667,859,174.67  
 

  
法定代表人： 李大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冀叶翔  会计机构负责人： 祁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