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财01表
编制单位：诸暨市蓝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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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7,416.96 25,375,6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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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9,529.66  交易性金融负债
减：坏账准备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净额 2,869,529.66  应付账款 40,762,233.59 287,233.31
应收票据   预收款项   
预付款项 110,527.35 54,691,132.61 合同负债   
应收股利   应付职工薪酬 410,626.59 290,448.20
应收利息   应交税费 3,122.22 784.7
其他应收款 1,297,389.00 1,200,400.00 应付利息 70,463.67  
存货   应付股利   
合同资产   其他应付款 12,445,331.75 529,399.8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7,252,980.76 26,852,980.7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递延收益
其他流动资产 19,324,935.46 10,881,519.24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36,349,798.43 92,148,736.50 流动负债合计 80,944,758.58 27,960,8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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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00,100.37 91,396,8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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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8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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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30.09  非流动负债合计 78,340,954.54 91,396,861.15
减：累计折旧 490.43  负债合计 159,285,713.12 119,357,707.98
    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值 86,239.66  
使用权资产   
在建工程 120,412.14 127,208,971.48 所有者权益：
拨付所属资金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无形资产原值 220,431,456.67  上级拨入资金   
减：累计摊销 1,991,818.65  其他权益工具   
    减值准备   资本公积   
无形资产净值 218,439,6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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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411.3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0,213.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5,820,588.68 10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少数股东权益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8,756,503.37 127,208,971.48 所有者权益合计 95,820,588.68 100,000,000.00
资产总计 255,106,301.80 219,357,707.9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55,106,301.80 219,357,707.98
企业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编制人：周静丽

资  产  负  债  表



会企02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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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738.84 2,707,103.45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044,738.84 2,707,103.45  
          其他业务收入    
减：营业成本 1,607,497.04 4,410,354.90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1,607,497.04 4,410,354.90  
          其他业务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23,933.87 401,269.36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903,607.42 2,185,104.06  
    其中：利息费用 914,664.96 2,196,088.90  
          利息收入 -11,280.54 -11,2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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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299.49 -4,289,624.87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1,690,299.49 -4,289,624.87  
减：所得税费用 -44,085.42 -110,213.55  
四、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646,214.07 -4,179,411.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 -1,646,214.07 -4,179,411.32  
    少数股东损益
五、其他综合收益    
六、综合收益总额 -1,646,214.07 -4,179,411.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646,214.07 -4,179,4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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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静丽

利    润    表

编制单位：诸暨市蓝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1年9月



会企03表
编制单位：诸暨市蓝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1年9月 金额单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发生数 本年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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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236.19 2,041,4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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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236.19 2,041,439.31
(外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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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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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777.49 1,012,899.81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内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7,986.25 97,986.25 (内部)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外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80,791.24 914,913.56 (外部)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03,916.41 773,031.8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87,236.19 2,041,4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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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955.65 9,305,535.38
(外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03,916.41 773,0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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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支付的各项税费   (内部)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外部)支付的各项税费   (外部)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063.28 8,1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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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3.28 8,113.28 (外部)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90,757.18 1,794,0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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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757.18 -1,794,0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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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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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0,139,7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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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0,139,7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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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0,139,7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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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0,139,758.1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80.54 11,346,9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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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5,694.1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66,712.73 -12,628,267.69
(外部)收到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80.54 11,280.5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114,129.69 25,375,684.6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280.54 11,346,974.6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747,416.96 12,747,416.96
企业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编制人：周静丽

现  金  流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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