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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开鑫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有限公司： ^ ^ 1 、，』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无锡开鑫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开盡网 

络借贷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利润 

表、2017年度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无锡开鑫网络借贷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 

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设 

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 

错报。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 

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 

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1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 

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 

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 

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 

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 

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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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无锡开鑫网络借贷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无锡开鑫网络借贷公司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 

及2017年度的经营成果。 



资产负债表 
2017年12月31日 会企01表 

编制单位：无锡开盡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附注 资 产 附注 
； 末 严 , 

流动资产： " ， ； 会 

^ 、卞一而 
货币资金 21.46^.514.32 1\ 30,1 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431,407.75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3.896,992.07 30,000,000.0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95.2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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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8.50 

在建工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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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668.1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217.074.29 0.00 

资产总计 44.114.066.36 30.000.000.00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资产负债表（续） 
2017年12月31日 会企01表 

！̂ !?"早1 乂 ： 兀 ^ 丌 兹 & 1百]:̂ "！目,̂ ,卞力、3 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 期5 ：^/;大!? 6计：期―访余翻' 

流动负债： 
厂 \ 1 

短期4百^ ~ ^̂^̂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改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401,831.3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2,491,910.63 46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54,672.47 

流动负债合计 12.948,414.40 460.0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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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负债合计 12,948.414.40 460.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0.000.000.00 30.00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116,611.20 

未分配利润 1.049.040.76 ^46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165,651.96 29.999,540.0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44.114,066.36 30.000.000.00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利润表 
2017年度 

编制单位：无锡幵鑫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有限公司 #『？1̂，巧所 

会企02表 

单位：元 

项 附注 期发〗二额 

一、营业收入 ？，力 4々4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15加 27,179.03 

销售费用 05-13 519,062.79 

05-14 1.630.650.32 

财务费月 05-15 -65.102.35 460.00 

资产减值损失 

力口：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78.849.3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54,815.95 -460^00 

加：营业外收入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54,815.95 ^460^00 

减：所得税费用 388.703.99 0.0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66,111.96 ~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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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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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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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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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166.111.96 ~460^00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金流量表 
2017年度 会企03表 

编制单位：尤锡开鑫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有限公^」 1 ̂ ^ ^ ^ - ^ - ^ . X 、 ^ - ^ ^ ^'！2：兀 

项 目 附注 本期&钍觀、冗" 宏订^：.上^：^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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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447.819.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578.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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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91.7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783.0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4,974.76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93.255.56 0.0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坆到的现金 72.3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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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3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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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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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27，6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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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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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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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534，415一68 0.00 

力2：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介物佘额 30.000,000.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佘额 21.465.584.32 0.00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