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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宝贝格子 指 北京宝贝格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宝贝格子 指 宝贝格子的子公司：宝贝格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3月 31日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北京宝贝格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北京宝贝格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北京宝贝格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宝贝格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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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天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孙煜（会计主管人员）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

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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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北京宝贝格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B&G Holding Company（B&G） 

挂牌时间 2015-12-10 

证券简称 宝贝格子 

证券代码 834802 

转让方式 竞价转让 

法定代表人 张天天 

董事会秘书 刘雪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96080717Q 

注册资本 6335.1711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 609号楼 5层 627 

联系电话 010-6470986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 609号楼 5层 627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86,459,122.22 82,725,891.73 4.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907,727.51 59,123,765.70 4.7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1.32 8.60 31.63 

资产负债率%（合并） 28.17 28.05 0.4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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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64,734,258.63  15,797,512.62  309.7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3,961.81  -7,400,952.29  137.6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4,701.69  -7,400,946.02  113.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9,497.77 -4,712,945.53 48.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3 1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3 1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718.73 100.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42.6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798,657.31 

所得税影响数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2.81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799,260.12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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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7,926,636 44.08% 428,249 28,354,885 44.7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612,440 8.85% 11,250 5,623,690 8.87% 

      董事、监事、高管 11,237,358 17.73% 428,249 11,665,607 18.41%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5,425,075 55.92% -428,249 34,996,826 55.2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6,882,320 26.64% -11,250 16,871,070 26.63% 

      董事、监事、高管 35,425,075 55.92% -428,249 34,996,826 55.24%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3,351,711 — - 63,351,711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8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张力军 22,494,760 - 22,494,760 35.50% 16,871,070 5,623,690 

2 张天天 17,368,738 - 17,368,738 27.41% 13,026,554 4,342,184 

3 王湘 6,798,935 - 6,798,935 10.73% 5,099,202 1,699,733 

4 杭州涟桥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707,763 - 5,707,763 9.00% - 5,707,763 

5 江伟强 2,568,306 - 2,568,306 4.05% - 2,568,306 

6 北京麒麟财富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054,634 - 2,054,634 3.24% - 2,054,634 

7 北京佳信财富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984,226 - 1,984,226 3.13% - 1,984,226 

8 青岛国信招商

创业投资基金

1,285,648 - 1,285,648 2.02% - 1,285,648 



- 8 -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 杨朝礼 1,284,166 - 1,284,166 2.02% - 1,284,166 

10 赵莉霞 570,776 - 570,776 0.90% - 570,776 

合计 62,117,952 - 62,117,952 98.00% 34,996,826 27,121,126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十名股东间无关联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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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 - - 

对外担保事项 否 - - -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否 - - -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 - -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 - -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 -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

产、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

企业合并事项 

否 - - - 

股权激励事项 否 - - - 

承诺事项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

押、质押的情况 

否 - - -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 - - 

失信情况 否 - - - 

 

承诺事项： 

1、为了避免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2015 年 8 月，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报告期内，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 

2、2017 年 1月 16日，经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发行股票 6,278,539股，

发行价格 8.7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5,000,000.00 元人民币，公司于 2017 年 06 月 15 日收到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宝贝格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

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3196号）。有关本次股票发行，相关承诺如下： 

杭州涟桥作为尚未履行备案手续的私募投资基金，其基金管理人中金前海已于 2017年 12 月 21

日出具《承诺》，承诺将于 2018年 2月 28 日前完成杭州涟桥的私募基金备案。截止到本报告披露

日，中金前海尚未完成杭州涟桥的私募基金备案，中金前海出具了《关于杭州涟桥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备案说明》，承诺于 2018 年 8月 31 日前完成涟桥基金相关备案工作。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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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宝贝格子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公司发展的重要位置，诚信经营、照章纳税，推进以人为本的核

心价值观，尽全力做到对社会负责、对公司股东负责、对公司员工负责，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支持

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公司与北京市东城区工商联、东城区商会合作，筹备、举办了"为百户家庭送温暖"活动，积极

响应号召，以捐赠物资的形式向贫困家庭传递温暖，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云南昭通鲁甸县“冰花男孩”被媒体报道后，公司旗下“格子优品”云南加盟店代表第一时间

将冻疮膏、保温杯等过冬物资送到“冰花男孩”所在学校，用实际行动给贫困地区儿童送去温暖，

履行了公司对社会的责任。 

截止到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参加了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Share the Care Volunteer 

Organization）组织的关于“为爱而走”的相关活动，该志愿组织是中国最主要的外企志愿者服务和支

持平台，长期关注和帮扶弱势儿童，是城市流动儿童和乡村留守儿童教育援助领域的主要行动者。 

公司将通过深化社会责任理念，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参与社区共建，积极回馈社会，致力成为优秀

企业公民。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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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433,922.10  2,871,747.58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5,735,033.63  10,604,815.15  

预付款项 10,602,981.27  8,936,228.8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852,017.27  1,504,216.8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8,082,531.86  14,384,712.63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866,178.26  2,891,156.50  

流动资产合计 44,572,664.39  41,192,877.5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95,870.83  764,672.23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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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0,705,219.58  40,270,648.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14,234.26  426,493.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133.16  71,200.2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886,457.83  41,533,014.15  

资产总计 86,459,122.22  82,725,891.7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994,071.54  803,591.4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255,797.23  2,264,018.34  

预收款项 3,820,303.33  436,098.9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340,156.15  1,180,619.77  

应交税费 613,606.75  1,079,158.2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335,475.39  17,439,729.65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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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59,410.39  23,203,216.3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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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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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59,410.39  23,203,216.3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63,351,711.00  63,351,71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9,690,473.70  69,690,4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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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34,457.19  -73,918,419.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1,907,727.51  59,123,765.70  

少数股东权益 191,984.32  398,909.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62,099,711.83  59,522,675.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6,459,122.22  82,725,891.73  

 法定代表人：__张天天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孙煜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孙煜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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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33,304.00  24,911.7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8,000.00  98,000.00  

预付款项 430,853.98  460,820.94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9,781,651.88  29,609,713.88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79,392.42  290,353.71  

流动资产合计 31,623,202.28  30,483,800.3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84,818,419.22  84,758,419.22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5,759.09  26,521.8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333.33  21,333.3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4,865,511.64  84,806,274.36  

资产总计 116,488,713.92  115,290,074.6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999,019.3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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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0,000.00  20,000.00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154,760.22  113,589.99  

应交税费 20,748.97  38,302.5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991,991.64  9,738,8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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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6,520.18  9,910,724.9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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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6,520.18  9,910,724.9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3,351,711.00  63,351,71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1,837,892.92  51,837,8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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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7,410.18  -9,810,254.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302,193.74  105,379,349.7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16,488,713.92  115,290,0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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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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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34,258.63  15,797,512.62  

其中：营业收入 64,734,258.63  15,797,512.6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3,955,812.46  23,241,460.10  

其中：营业成本 54,048,796.86  12,160,640.99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54,313.51  32,331.00  

销售费用 6,644,449.73  8,879,592.97  

管理费用 2,812,490.54  2,543,495.47  

财务费用 125,750.32  -461,236.30  

资产减值损失 270,011.50  86,6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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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78,446.17  -7,443,947.48  

加：营业外收入 1,800,657.31   

减：营业外支出 2,000.00  6.2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577,103.48  -7,443,953.75  

减：所得税费用 67.0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577,036.42  -7,443,953.75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2,577,036.42  -7,443,953.75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06,925.39  -43,001.46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83,961.81  -7,400,952.29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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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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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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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7,036.42  -7,443,9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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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4 -0.1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4 -0.13 

 法定代表人：__张天天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孙煜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孙煜_______ 

 

4.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17,561.00  

销售费用 1,046,529.39  277,654.45  

管理费用 1,818,479.59  955,584.27  

财务费用 12,146.99  824.76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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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877,155.97  -1,251,624.48  

加：营业外收入 8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077,155.97  -1,251,624.48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077,155.97  -1,251,6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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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2,077,155.97  -1,251,624.48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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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2,077,155.97  -1,251,624.48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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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88,244.55 31,601,0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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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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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7,835.16 7,538,729.0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3,466,079.71 39,139,815.3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9,421,589.63 34,725,8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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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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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100,807.33 5,298,553.22 

支付的各项税费 628,162.35 17,781.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745,018.17 3,810,531.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895,577.48 43,852,76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9,497.77 -4,712,9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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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150,996.14 1,921,8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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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996.14 1,921,897.7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0,996.14 -1,921,897.7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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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0,480.1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90,480.14 5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7,8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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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811.71 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42,668.43 5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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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2,174.52 48,365,156.7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71,747.58 8,549,275.1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33,922.10 56,914,431.89 

法定代表人：___张天天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孙煜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孙煜_______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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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39,023.29 1,407,110.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9,023.29 1,407,1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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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719.36 416,918.94 

支付的各项税费 0.00 17,781.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16,298.28 974,151.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59,017.64 1,408,85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9,994.35 -1,7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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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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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5,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999,019.35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99,019.35 5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0,632.7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632.79  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8,386.56 5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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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392.21 54,998,259.7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911.79 7,797.7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33,304.00 55,006,05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