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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7         证券简称：*ST 华讯         公告编号：2022-059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717,027.22 9,571,494.10 5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958,696.72 -44,674,326.2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722,932.35 -42,256,436.5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72,693.92 -6,953,006.4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0 -0.059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0 -0.059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31,030,199.31 430,302,347.87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157,180,528.18 -2,132,221,831.46 不适用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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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57,369.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622,424.4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15,558.78  

合计 10,764,235.63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22年1季度 2021年1季度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717,027.22 9,571,494.10 53.76% 

主要原因为子公司南京华讯以前年度的

存量业务在本期履行履约义务，确认收

入，导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营业成本 14,675,055.04 3,638,473.99 303.33% 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营业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1,031,715.56 2,688,090.06 -61.62%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业务大幅缩

减，销售人员离职导致职工薪酬较去年同

期大幅下降。 

管理费用 7,732,314.19 13,035,277.97 -40.68% 

主要原因为：1、本报告期公司业务大幅

缩减，职能部门人员离职导致职工薪酬较

去年同期大幅下降；2、由于装修费用已

于以前年度摊销且本期无大额新增装修

款，导致本年长期待摊费用较去年同期大

幅下降。 

研发费用 751,966.72 3,250,488.09 -76.87% 

主要原因为：1、本报告期公司业务大幅

缩减，研发人员离职导致职工薪酬较去年

同期大幅下降；2、由于固定资产于去年

年末计提了大额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导

致本年折旧费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其他收益 46.35 3,230,556.20 -100.00% 
主要原因为政府补助收入同比去年大幅

下降。 

投资收益 -938,474.71 -2,140,160.95 56.15% 主要原因为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3,795,402.55 -6,670,589.43 -43.10% 

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和其他

应收款坏账准备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20,147,410.37 38,881.59 51717.35%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江苏翰迅归还由于

以前年度虚构交易而支付的资金2,000万

元。 

营业外支出 6,436,336.82 2,456,771.32 161.98% 
主要原因为本期根据诉讼结果计提的违

约赔偿金较去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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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5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讯方舟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46% 225,695,802 566,250 

质押 225,695,802 

冻结 225,695,802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2% 86,748,100 0   

易志高 境内自然人 0.86% 6,579,300 0   

吴光胜 境内自然人 0.70% 5,335,028 3,937,836 
质押 5,000,000 

冻结 5,250,448 

王广林 境内自然人 0.44% 3,355,000 0   

左林 境内自然人 0.39% 2,991,900 0   

王申宁 境内自然人 0.28% 2,113,700 0   

赵术开 境内自然人 0.26% 2,000,000 2,000,000   

易文馨 境内自然人 0.25% 1,950,000 0   

刘付业兴 境内自然人 0.24% 1,868,5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225,129,552 人民币普通股 225,129,552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86,748,100 人民币普通股 86,748,100 

易志高 6,57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579,300 

王广林 3,3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55,000 

左林 2,99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1,900 

王申宁 2,11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3,700 

易文馨 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 

刘付业兴 1,86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8,500 

娄涛 1,76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8,300 

刘一飞 1,7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吴光胜先生，上述两名股

东存在关联关系，赵术开先生为吴光胜先生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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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因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人民币，2020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自2021年4月30日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后已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人民币，公司2021年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2021

年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公司股票触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9.3.11之（一）、（二）、

（三）终止上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自2022年4月28日起停牌。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9.3.13， 深交所

将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向公司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

订）》9.3.14，公司收到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后可以根据规定申请听证，提出陈述和申辩。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就是否终止公

司股票上市事宜进行审议。深交所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修订）》9.1.11，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在陈述和申辩提交期限届满后十五个

交易日内，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形成审核意见。深交所根据上市委员会的意见，作出是否终止股票上市的决定。 

（二）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 

    由于公司及子公司资金紧缺导致未能及时偿付银行贷款、工程款、供应商货款等，导致公司及子公司面临较多的司法诉

讼，从而导致公司（含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总部及主要经营主体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导致公司无法通过银行账

户及时收取货款，从而进一步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已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上述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

已触发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9.8.1规定的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1

月2日披露《关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和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行其他

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5）。 

（三）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针对广州沐阳对公司提起的重整申请，深圳中院已于2021年10月裁定不予受理。广州沐阳针对上述不予受理裁定提起上

诉后，已申请撤回上诉。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针对上述撤回上诉的裁定相关文书。 

    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收到债权人广州市沐阳产权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沐阳”）送达的《告知函》。《告知函》

称，广州沐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为由，向法院提出对

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8日披露的《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2）。 

    2021年7月28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2020）粤03破申97号《通知书》，根据

通知书，深圳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7）。 

    2021年8月23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2020）粤03破申97号《决定书》，根据《决定书》，深圳中院指定北京市中伦(深

圳)律师事务所、广东源浩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披露的《关于法院

指定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   

    2021年9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预重整债权申报的通知》，请各债权人及时申报债权，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3日

披露的《关于预重整债权申报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104）。 

    2021年10月22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2020）粤03破申97号《民事裁定书》，根据裁定书，债权人广州市沐阳产

权经纪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深圳中院已裁定不予受理，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4日披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

重整未被法院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8）。 

    2021年11月4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民事上诉状》，广州沐阳针对法院不予受理裁定提起上诉，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1年11月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137）。 

    2022年1月21日，公司收到债权人广州市沐阳产权经纪有限公司寄送的《告知函》，其经慎重考虑，决定撤回针对法院

不予受理裁定提起的上诉，其已于2022年1月20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寄出了《撤回上诉申请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

年1月2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进展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2022年2月24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2）粤破终13号《应诉通知书》：“广州市沐阳产权经纪有限

公司因与你（你公司/单位）申请破产重整一案，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0日作出的（2020）粤03破申97号

民事判决/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已经将一审案卷及上诉状报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决定受理该上诉案件。”同时，

2022年2月25日，公司收到债权人广州市沐阳产权经纪有限公司发来的《告知函》，其已于2022年2月25日重新向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寄出了《撤回上诉申请书》，申请撤回针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公司破产重整裁定提起的上诉。具体详见

公司于2022年2月2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债权人重新申请撤回上诉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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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江苏翰迅与南京华讯债权转让的事项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日发布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于 2020 年 7月 18日发布了《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于 2020

年7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于2021年6月16日披露了《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已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南京华讯对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尹兵、高杰、第三人江苏翰迅提起代位权诉讼，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1年4月28日受理立案，具体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公司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目前该案件

尚未开庭审理。 

   南京华讯对江苏翰迅、第三人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翰迅科技放弃对第三人通葡股份债权的行为，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21年6月21日立案，具体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公司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6），目前该案件法院一审尚未判决。 

（五）关于子公司不动产被拍卖 

    公司子公司成都华讯天谷科技有限公司不动产（成都市郫都区红光街道望丛北路一段266号土地使用权、2栋1-6层科研用

房、1栋1-14层1号科研用房、地下室-1层车库及土地上附着物；不动产权证书号:2017122824D00001、2019081224F00068、

510124003001GB00008F00020001、510124003001GB00008F00010001；建筑面积：16772.75m²、8375.39m²、25071.89m²、

5953.05m²。）被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或变卖，上述公开拍卖或变卖因无人出价已流拍。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

年11月30日、2021年12月29日、2022年1月8日、2022年1月22日、2022年1月27日、2022年4月8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房产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47）、《关于子公

司房产司法拍卖流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64）、《关于子公司房产将被第二次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关于子公司房产第二次司法拍卖流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关于子公司房产将被变卖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2-018）、《关于子公司房产变卖流拍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六）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可能被强制执行的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华讯科技持有公司29.46%股份，其持有公司股份已100%被冻结。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华讯科技发来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3执864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强制拍卖、变

卖公司控股股东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125,695,802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以清偿债务。如最终被

公开拍卖或变卖且成交，将可能会造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020,317.71 19,896,393.4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97,500.00 497,500.00 

  应收账款 36,815,280.56 31,087,014.54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3,469,775.71 13,523,468.2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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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0,057,782.22 10,715,405.2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7,120,602.11 16,454,002.41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6,986,712.41 86,875,384.94 

流动资产合计 182,967,970.72 179,049,168.8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3,527,841.02 54,466,315.7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124,663.22 1,149,356.68 

  固定资产 89,142,146.81 90,847,869.76 

  在建工程 57,423,800.00 57,423,800.0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40,005,072.81 40,527,1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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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8,704.73 6,838,704.7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8,062,228.59 251,253,179.06 

资产总计 431,030,199.31 430,302,347.8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986,368,773.72 986,368,773.72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600,000.00 600,000.00 

  应付账款 124,651,966.49 112,851,608.28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51,143,142.48 54,008,0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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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8,136,190.75 28,619,202.01 

  应交税费 5,729,703.66 5,518,999.62 

  其他应付款 960,358,327.15 947,744,574.82 

   其中：应付利息 191,763,095.04 171,001,549.82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500,000.00 5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2,157,488,104.25 2,136,211,186.74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180,000.00 180,000.0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409,398,544.07 404,489,199.41 

  递延收益 515,330.17 515,330.17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10,093,874.24 405,184,529.58 

负债合计 2,567,581,978.49 2,541,395,716.3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66,199,362.00 766,199,362.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188,971,092.16 1,188,971,092.16 

  减：库存股 71,265,363.00 71,265,363.00 

  其他综合收益 3,552,687.28 3,552,687.28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7,921,326.75 17,921,326.7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062,559,633.37 -4,037,600,936.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57,180,528.18 -2,132,221,8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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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 20,628,749.00 21,128,463.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36,551,779.18 -2,111,093,368.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31,030,199.31 430,302,347.87 

法定代表人：沈志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代燕                      会计机构负责人：代燕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4,717,027.22 9,571,494.10 

  其中：营业收入 14,717,027.22 9,571,494.1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9,220,333.62 47,078,107.31 

  其中：营业成本 14,675,055.04 3,638,473.99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464,087.13 503,299.95 

     销售费用 1,031,715.56 2,688,090.06 

     管理费用 7,732,314.19 13,035,277.97 

     研发费用 751,966.72 3,250,488.09 

     财务费用 24,565,194.98 23,962,477.25 

      其中：利息费用 24,566,988.21 23,929,118.58 

         利息收入 10,715.63 17,131.03 

  加：其他收益 46.35 3,230,556.2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938,474.71 -2,140,160.95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938,474.71 -2,140,162.0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3,795,402.55 -6,670,5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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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25,288.79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68,674.51 -54,058.7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9,168,462.80 -43,166,154.88 

  加：营业外收入 20,147,410.37 38,881.59 

  减：营业外支出 6,436,336.82 2,456,771.3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5,457,389.25 -45,584,044.61 

  减：所得税费用 1,021.4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5,458,410.73 -45,584,044.61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5,458,410.73 -45,584,0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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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958,696.72 -44,674,326.29 

  2.少数股东损益 -499,714.01 -909,7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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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

值变动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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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

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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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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综合收益总额 -25,458,410.73 -45,584,044.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24,958,696.72 -44,674,326.2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99,714.01 -909,718.32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330 -0.059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330 -0.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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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法定代表人：沈志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代燕                      会计机构负责人：代燕 

3、合并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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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3,131.00 8,393,7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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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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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49.1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815,665.28 4,710,206.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778,845.42 13,103,965.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935,188.74 5,695,4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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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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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6,823.80 6,690,966.12 

  支付的各项税费 65,695.44 1,824,493.0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68,443.52 5,846,098.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006,151.50 20,056,9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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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72,693.92 -6,953,0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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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49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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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491,001.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2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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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00 -719,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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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00,000.00 5,6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00,000.00 5,6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2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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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0,000.00 1,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960,000.00 1,002,258.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60,000.00 4,597,741.8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3,506.93 -146,055.3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90,013.01 -3,221,318.9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26,927.64 7,276,244.4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36,914.63 4,054,925.49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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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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