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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9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0,954,888.23

142,231,538.21

24,000,000.00

37,037,326.92

366,945,629.33

324,955,606.30

应收款项融资

6,045,335.01

20,161,843.65

预付款项

4,615,094.55

3,850,299.56

3,117,068.60

108,524,0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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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20,000,00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22,941,357.45

124,185,420.89

12,550,253.99

18,550,253.99

681,169,627.16

779,496,329.09

371,965,441.57

362,378,219.31

936,963,353.43

1,300,728,422.33

固定资产

284,145,174.43

300,220,088.63

在建工程

54,204,793.41

48,003,7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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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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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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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84,420,437.53

86,101,994.62

38,593,316.95

42,016,495.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70,292,517.32

2,139,449,013.14

资产总计

2,451,462,144.48

2,918,945,342.23

166,372,795.00

116,372,795.00

应付账款

106,525,106.57

123,220,662.02

预收款项

55,235,021.06

108,822,458.09

合同负债

4,038,6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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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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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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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4,353,262.94
44,285,160.50

54,027,363.66

6,375,027.20

126,873,805.30

其中：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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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负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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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15,304,265.65
382,831,755.68

748,974,6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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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96,272,699.37

115,002,477.24

其他非流动负债

24,521,450.00

24,521,45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0,794,149.37

139,523,927.24

负债合计

503,625,905.05

888,498,539.90

441,575,416.00

441,575,416.00

520,663,541.11

520,663,541.11

109,615,429.99

109,615,429.99

875,981,852.33

958,592,415.23

1,947,836,239.43

2,030,446,802.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47,836,239.43

2,030,446,802.3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451,462,144.48

2,918,945,342.2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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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法定代表人：陆仁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嵩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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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9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5,927,905.93

122,555,986.84

24,000,000.00

16,933,765.28

608,065.00

608,065.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3,280,000.00
520,808.50

499,419.63

10,707,018.00

107,231,656.85

161,763,797.43

251,108,893.60

1,288,667,452.17

1,288,667,452.17

631,427,268.18

996,051,754.16

48,508,860.68

51,429,834.47

42,231,535.58

43,086,804.32

32,917,716.80

37,840,894.93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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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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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43,752,833.41

2,417,076,740.05

资产总计

2,205,516,630.84

2,668,185,633.65

116,372,795.00

116,372,795.00

应付账款

4,911,096.56

6,411,096.56

预收款项

1,049,866.32

29,866.32

273,899.40

541,442.12

97,491,175.20

201,000,443.7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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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00
220,098,832.48

524,355,643.78

96,257,165.12

114,986,942.99

96,257,165.12

114,986,942.99

316,355,997.60

639,342,586.77

441,575,416.00

441,575,416.00

859,988,942.39

859,988,942.39

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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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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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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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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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81,900,557.71

81,900,557.71

未分配利润

505,695,717.14

645,378,130.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89,160,633.24

2,028,843,046.8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05,516,630.84

2,668,185,633.65

法定代表人：陆仁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嵩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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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上期发生额

105,341,929.86

85,636,294.07

105,341,929.86

85,636,294.07

102,242,363.87

85,643,744.48

79,492,891.78

64,548,873.20

42,332.32

134,575.81

销售费用

2,865,788.36

3,316,404.28

管理费用

18,212,891.84

17,212,019.70

研发费用

811,926.86

504,838.75

财务费用

816,532.71

-72,9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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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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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316,161.78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3,879,682.81

8,225,242.06

-12,494,955.84

-8,071,142.8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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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1,326,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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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800,454.74

加：营业外收入

1,472,908.83
130,591.14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800,454.74

1,603,499.97

1,508,126.01

-1,787,203.97

3,292,328.73

3,390,703.94

3,292,328.73

3,390,7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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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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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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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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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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综合收益总额

3,292,328.73

3,390,703.94

3,292,328.73

3,390,7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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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

0.01

法定代表人：陆仁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嵩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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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0.00

0.00

0.00

0.00

1,200.00

1,200.00

销售费用

38,144.31

44,046.40

管理费用

3,063,784.63

3,771,608.38

330,026.94

-56,997.90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114,728.15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0,087,651.44

4,004,928.02

-4,903,438.30

-8,071,142.82

1,865,785.41

-7,826,071.6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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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加：营业外收入

14,461.50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1,865,785.41

-7,811,610.18

177,535.57

-2,017,785.70

1,688,249.84

-5,793,824.4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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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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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以“－”号填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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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综合收益总额

1,688,249.84

-5,793,824.48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4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4

-0.01

七、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陆仁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嵩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兵华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449,944,005.18

291,612,123.43

449,944,005.18

291,612,123.43

401,925,659.63

272,642,638.3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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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营业成本

346,470,723.94

216,470,749.10

504,463.62

1,041,886.28

销售费用

10,225,893.70

6,970,257.98

管理费用

42,487,394.77

46,602,338.68

研发费用

1,193,466.81

1,592,130.84

财务费用

1,043,716.79

-34,7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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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623,568.6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56,820,034.29

49,126,482.91

859,417.08

3,136,827.8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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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9,197.7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1,413,125.00

9,097,173.74

-1,311,620.15

-2,499.17

-1,248,000.46

80,327,470.42

加：营业外收入

0.91

361,307.32

减：营业外支出

261,306.28

112,932.00

-1,509,305.83

80,575,845.74

-7,213,826.13

5,979,625.40

5,704,520.30

74,596,220.34

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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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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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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04,520.30

2.少数股东损益

74,596,317.52
-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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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综合收益总额

5,704,520.30

74,596,220.34

5,704,520.30

74,596,3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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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8

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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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陆仁军

0.01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嵩

0.17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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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0.00

0.00

0.00

0.00

税金及附加

162,689.25

162,061.19

销售费用

156,738.74

171,811.22

管理费用

8,626,918.47

10,825,147.06

64,100.28

-69,411.51

减：营业成本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294,329.44

投资收益（损失以“－”
-66,818,515.46

号填列）

34,873,099.25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273,260.84

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469,197.7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413,125.00

7,770,913.74

-1,311,620.15

-2,499.17

-64,963,930.18

31,825,166.7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39,640.32
210,000.00

112,432.00

-65,173,930.18

31,852,375.02

-13,806,599.74

1,247,761.65

-51,367,330.44

30,604,613.37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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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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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以“－”号填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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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综合收益总额

-51,367,330.44

30,604,613.37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2

0.07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2

0.07

七、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陆仁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嵩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兵华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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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175,425.91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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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405,9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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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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655.4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13,895,379.04

251,036,357.80

330,070,804.95

619,001,944.77

294,295,216.76

228,730,489.86

32,310,368.46

34,757,038.56

26,257,554.49

32,672,159.93

37,382,308.52

163,613,938.4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0,245,448.23

459,773,62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74,643.28

159,228,317.98

513,449,881.17

383,548,086.19

42,370,111.37

69,052,891.59

1,020,000.00

10,000.00

556,839,992.54

452,610,977.78

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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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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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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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6,862,263.00

16,875,476.06

200,000,000.00

637,821,134.7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6,862,263.00

654,696,610.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977,729.54

-202,085,6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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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4,521,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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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0

19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214,638,518.39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4,638,518.3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14,521,450.00
12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90,371,881.12

75,814,9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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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120,000.00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491,881.12

195,814,909.99

-291,853,362.73

18,706,540.01

773,626.49

47,819.64

-1,276,649.98

-24,102,955.38

142,231,538.21

43,613,888.97

140,954,888.23

19,510,9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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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法定代表人：陆仁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嵩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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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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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00.00

6,414,420.80

69,599,413.00

396,815,808.65

69,714,413.00

403,230,229.45

1,320,000.00

1,704,620.55

1,792,069.13

1,752,348.40

1,291,127.53

1,837,467.14

32,105,065.50

169,300,550.7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508,262.16

174,594,98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06,150.84

228,635,242.58

437,449,881.17

80,548,086.19

21,855,290.82

47,543,710.75

1,020,000.00

10,000.00

460,325,171.99

128,101,796.94

52,980.00

458,438.86

150,000,000.00

348,299,684.7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0,052,980.00

348,758,123.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272,191.99

-220,656,326.65

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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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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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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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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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214,638,518.39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4,638,518.3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90,000,000.00
12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89,398,568.62

75,814,909.9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466,120,000.00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518,568.62

195,814,909.99

-340,880,050.23

-5,814,909.99

773,626.49

47,819.64

3,371,919.09

2,211,825.58

122,555,986.84

6,668,478.59

125,927,905.93

8,880,3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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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法定代表人：陆仁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嵩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兵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