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无锡傲锐东源生 公司

‘U'F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fr E 11\' 2018,8.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擘)Σ  谓 溆 孚垂

货 币 资 金
        曳

ˉ

Ξ 口 “   

渖 141,535,468,39 128,975,431,5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六、2 99,258,971,92 81,140,541.42

预付款项 六、3 13,145,54622 1,847,67683

其他应收款 六、4 1,762,17852 1,501,16790

存货 六、5 33,762,33411 24,888,164.82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六 、6 1j191,60669 631,076,46

流动资产合计 290,656,105.85 238,984,058.99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六、7 5∶ 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六、8 569,80455 837,69689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六 、9 10,747,741,51 13∶ 366,98456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六 、 10 87,99828 88,89590

开发支出

商誉
六、 11 17,305,571,03 17,305,57103

长期待摊费用 六 、 12 3,160,57382 5,224,331,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13 119,864,44 68,606,7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14 3,333,494.25 3,333,49425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325,047.88 40,225,580,61

资产总计 330,981,153,73 279,209,639.60

(转下页)



(承上页)

蒉资   表(续
)

无锡傲锐东源生物科技荇编制单位 :

是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第13页的财务报

睡〓

衍生金融负债           ˇ

`氵
7,9彳 7)39179 3i110,98367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21,54985512197191

8|1187,15814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闫‘7751398312,161,02878

2,150j463171丨 925,677,19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ε),845,553.1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7,78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减 :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夼

19)088,255,5213,537,69834

78)691,74448211,317i6θ 8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讨

80,672i34198
少数股东权益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10,130,684,21

330,θ 81,153,73

会计机构负责人 :



编制单位:无锡傲锐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
2018年度 ⒈8月 份

单位:^.民 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一、营业收入 130,829,371,97 177,79θ,898,51

减:营业成本 丿
`、

 23 36,912,98350 52,842,8818C

tfi/,t:k tll )I
'\、

 24 795i06213 1,128,0285(

销 售 费 用           
◆

`1IJ‘ '∶
∶∮ /\. zc 24,815,33799 34,785,2378闫

管理费用 丿〈、 26 11,100,19979 16,30g,6103∈

研发费用
'、

、 27 11,924,89688 19,021,5041

财务费l+l 丿
`、

 28 177,22625 3̄4,0507C

共屮:利启、贽用 丿
`、

 28

不刂'宦
、刂攵9λ、 丿

`、

 28 94.60852 173,8961C

资产减值损失 丿
`、

 29 377,39874 17刊 ,05331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嵛 (勃t失 以
“
-” 号填歹1)

``、

 30 1,447,13343 1,417,2249砭

其巾:刈 联营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滥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一叮子填列 )

'`、

 31 彳2,480,83569

二、营业利润 (亏损以
“-”号填列 )

58,654,235,81 54,992,858,18

加:营业外收入 丿
`、

 32 222,9157E 1,943,2720C

减:营业外支出 74,39710 22,73157

三、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8,802,754,46 56,913∶ 398.61

减:所得税贽用 7`、  34 8.036,15671 8,335,24591

四、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
50,766,597,75 48,578,152.70

(一 )按经营特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50,766,597.75 48,578,152.70

终止经营挣利润

(二 )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T1股 东的净利润 32,625,953.86 30,444J590.5￡

少数股东损益
18,140,643,89 18,133,562.15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50,766,597,75 48,578,152,70

载于 14页至算i5页 邰J财务扌表附注是 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第4页至第 3页 的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

法定代表 :        主管会计工怍       ~  会计机构负牡人 :

⋯ :∶·氵∷           份
。∫h}

V

卫蛩J



艹∷◇  ⒛1

编制单位:无锡傲锐东源生物科哽肴裉公司卜f

载于第14页至第59页的财务

第4页至第13页的财务报表山以下人士签署 :

流量表
。g月 份

是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l廴 ^∷Ⅰ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121,186,518,87 174,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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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支付的J,u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141,325,711,47 210,391,137

38,591,72806

30,317j159,41 37,7zI9J231 1

24,421,44872 1θ ,546,931.

支付其他与经竹活动有关的现金 45i169,672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田投资收到的l/b金 215,0O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 lsl的 现金

定资产、无形资产猁共他

处置子公司及丿1他营业唯位收到的现金肖I∶颅

1,448`26487 1,429,93477

14,000,416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攴

765,188

投资支付的现介

取得子公司及共他苜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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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L金

取得借款收到 n勺 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觋金

166,7C}3,16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艾付 n勺 现企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f向 现金

罅资活动现佥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诤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诤增加额

加:期初现伞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iO,410

128,975,431,

141,535,468.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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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31

15,282,81|9,04 12,055,677,3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61,164.06 1,824,191.03

386,070.01

16,799,175.34 12,481,43o8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8,481,460.08

生产性生物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2,071,79刁 .13 3,744,773,61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474,749⒈ 74 63,158,399.40

95,818,725|。 74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无锡傲锐东源生

额单位:人民币元

(转下页)



(承上页)

流动负偾:       v敕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讠
堕       `'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j476,241,22

应付职工薪酬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其他综合收益

-109,473,8074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编制单位:无锡傲锐东源生

第4页至第13页 的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

载于第14页至笫59页 的财务报表附注是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人民币元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利润表
⒛18年度仁8月 份

编制单位:无锡傲锐东源生物科 :人民币元

项   目
,|氵i、 ∫ 心

一 、 营 业 收 入      f(卜 f、 28,157,386,74

减:营业成本 13,964,378 6,014,71

税金及附加

12,800,939,4

71,7031o

其中:利息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18i857,41

其中:对联营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亏损以
“-”号填列 ) ,l,385,160,17

加:营业外收入 1,8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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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诤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

(一 )持续经营净利润

(二 )终止经营诤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1,414,525,23

载于第14页至第59页 的财务报表附注是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会计机构负责人 :



编制单位:无锡傲 :人民币元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撮供劳务蟓刭毗 丁 30,105,518,0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晌琬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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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0,459,20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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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诤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iO55,677,31

载于第00页至第sg页的财务报表附注是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第4页至第13页的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I

主管会计工作负 会计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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