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制单位：北海市中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4,477,295.98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应收账款原值   交易性金融负债
减：坏账准备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净额   应付账款   
应收票据   预收款项   
预付款项 3,000.00  合同负债   
应收股利   应付职工薪酬 36,530.00  
应收利息   应交税费 149.10  
其他应收款 54,700.000  应付利息   
存货   应付股利   
合同资产   其他应付款 407,170.00 .00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递延收益
其他流动资产 125,074.38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14,660,070.36  流动负债合计 443,849.10  
非流动资产：
长期预付款项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非流动负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长期借款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00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租赁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净值   预计负债   
投资性房地产原值   递延收益（非流动）   
减：累计折旧   递延所得税负债   
投资性房地产净值   其他非流动负债   
固定资产原值   非流动负债合计   
减：累计折旧   负债合计 443,849.10  
　　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值   
使用权资产   
在建工程 2,173,778.74  所有者权益：
拨付所属资金   实收资本（或股本） 16,390,000.00  
无形资产原值   上级拨入资金   
减：累计摊销   其他权益工具   
　　减值准备   资本公积   
无形资产净值   其他综合收益   
开发支出   其中: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商誉 盈余公积   
长期待摊费用   未分配利润   
递延所得税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390,0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少数股东权益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73,778.7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390,000.00  
资产总计 16,833,849.1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833,849.10  
企业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编制人：何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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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北海市中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 金额单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发生数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减：营业成本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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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五、其他综合收益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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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编制人：何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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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北海市中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发生数 本年累计数 项               目 本期发生数 本年累计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57,009.81 888,319.15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内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内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外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557,009.81 888,319.15

(外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313,094.11

收到的税费返还   (内部)投资支付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外部)投资支付的现金  1,313,094.11

(内部)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外部)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内部)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外部)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8,441.85

(内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内部)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90,000.00

(外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外部)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58.1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57,009.81 1,912,971.41

(内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7,009.81 -1,912,704.02

(外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支付的各项税费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6,390,000.00

(内部)支付的各项税费   (内部)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4,751,000.00

(外部)支付的各项税费   (外部)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639,000.0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内部)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内部)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外部)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外部)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内部)收到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外部)收到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390,000.00

(内部)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外部)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内部)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外部)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内部)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外部)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内部)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外部)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内部)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外部)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内部)支付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外部)支付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内部)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外部)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9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7.3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内部)收到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7,009.81 14,477,295.98

(外部)收到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7.3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034,305.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7.3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477,295.98 14,477,295.98
企业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编制人：何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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