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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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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李大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显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秀梅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15,750,489.74 301,769,734.36 4.6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44,603,482.65 143,097,868.61 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13 1.12 0.89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2,900.20 -74.5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02 -66.67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5,614.04 1,505,614.04 -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2 0.012 -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1 0.011 -16.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12 0.012 -4.1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04 1.04 
减少 7.96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0.94 0.94 

减少 16.8 个百分

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146,117.69

合计 146,117.69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55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陈峰 923,644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德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韩瑞民 538,025 人民币普通股  
海口华霖物资有限公司 537,011 人民币普通股  
曾平 522,605 人民币普通股  
仇启棠 515,156 人民币普通股  
韩子孝 467,7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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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天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49,810 人民币普通股  
韩斌 397,45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飞耀纸业有限公司 375,1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为进一步改善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彻底转型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公司第一步资产

重组完成后，针对剩余账面价值为 1.63 亿元的应收账款和存货等原冷柜业务方面的资产，公司进行了

第二步资产重组。2007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上公告了《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拟将公司总额为 163,272,500.55 元的应收账款和存货按 2007

年8月31日的账面价值出售给公司控股股东银星集团之控股子公司重庆银星经济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该方案于 2008 年 3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8]324 号文《关于核准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核准。该进展情况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和上海证券报上进行了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上述资产出售方案已经经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上进行了公告。 

  （2）、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冰箱压缩机供货商。截止 2003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共欠

其货款 10584517.05 元。因本公司未及时付款,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8 月 30 日向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本公司支付上述货款及逾期利息。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4

年 9 月 10 日发出(2004)嘉民二初字第 101 号《应诉通知书》,并立案审理。该重大诉讼已 2004 年 9

月 24 日和 2006 年 5 月 3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司已与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达成了还款协议，

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付清所欠全部款项，该诉讼得到解决。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上进行了公告。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2008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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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08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78,199.14 575,298.9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3,976,465.09 64,373,931.90

预付款项 28,597,342.39 43,744,2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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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85,913.93 21,178,464.6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51,052,716.88 153,486,565.6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97,390,637.43 283,358,5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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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4,801.40 16,841,3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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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7,295.33 112,083.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57,755.58 1,457,757.76

其他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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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合计 18,359,852.31 18,411,200.00

资产总计 315,750,489.74 301,769,734.3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7,150,000.00 17,15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4,890,510.01 60,473,329.98

预收款项 7,158,119.81 7,288,165.2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4,053,148.42 4,060,275.42

应交税费 12,109,688.94 11,474,346.34

应付利息 15,462,073.60 15,194,645.3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6,698,580.27 19,194,9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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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47,522,121.05 134,835,6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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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47,522,121.05 134,835,675.6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资本公积 139,645,337.87 139,645,337.87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23,041,855.22 -124,547,469.26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4,603,482.65 143,097,868.61
少数股东权益 23,624,886.04 23,836,190.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228,368.69 166,934,058.75
负债和所有者总计 315,750,489.74 301,769,734.36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显畅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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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08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68,519.77 395,388.54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3,976,465.09 64,373,931.90

预付款项 295,305.97 760,117.34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5,992,791.28 36,047,574.57

存货 99,141,331.16 99,550,030.2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00,174,413.27 201,127,0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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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6,325.83 30,016,325.83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6,761,107.46 16,761,1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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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57,755.58 1,457,755.5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8,235,188.87 48,235,188.87

资产总计 248,409,602.14 249,362,231.4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7,150,000.00 17,15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6,871,445.49 51,944,241.90

预收款项 7,158,119.81 7,288,165.23

应付职工薪酬 3,806,794.83 3,805,2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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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2,759,900.10 2,674,083.06

应付利息 15,462,073.60 15,194,645.3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6,441,323.84 13,945,960.8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09,649,657.67 112,002,3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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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09,649,657.67 112,002,322.2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资本公积 139,645,337.87 139,645,337.87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128,885,393.40 -130,285,428.6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38,759,944.47 137,359,909.22

负债和所有者（或股东权益）合计 248,409,602.14 249,362,231.45

公司法定代表人：      李大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显畅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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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并利润表 

2008 年 1-3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8,011,372.60 15,826,321.35

其中：营业收入 8,011,372.60 15,826,321.3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403,801.13 12,368,164.67

其中：营业成本 4,962,495.65 10,602,7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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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6,578.95 968,010.89

销售费用 534,535.90 200,587.42

管理费用 292,567.57 251,045.38

财务费用 267,623.06 345,7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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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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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607,571.47 3,440,002.63

加：营业外收入 147,855.80 5,586.70

减：营业外支出 1,738.11 54,608.8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753,689.16 3,390,980.52

减：所得税费用 89,706.94 1,014,163.6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63,982.22 2,376,816.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05,614.04 1,575,036.52

少数股东损益 158,368.18 801,780.32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2 0.01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2 0.012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263,946.97 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显畅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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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2008 年 1-3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2,778,172.60 933,846.15

减：营业成本 1,011,429.65 25,272.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20.95

销售费用 488.28

管理费用 238,044.57 178,034.42

财务费用 267,423.06 345,6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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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5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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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366.09 1,569,449.82

加：营业外收入 147,855.80 5,586.70

减：营业外支出 462.0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401,759.86 1,575,036.52

减：所得税费用 1,724.6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400,035.25 1,575,036.52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显畅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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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08 年 1-3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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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655.00 3,025,1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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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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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242.14 4,074,499.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59,897.14 7,099,694.1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02,669.37 3,444,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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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74,914.40 1,330,870.1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27,106.47 143,184.8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52,306.70 1,384,763.3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56,996.94 6,303,51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900.20 796,1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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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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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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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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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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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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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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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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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00.20 796,174.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5,298.94 1,917,976.7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78,199.14 2,714,151.66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显畅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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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08 年 1-3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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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655.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73,114.31 1,355,735.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17,769.31 1,355,735.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65,956.99 60,00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7,348.00 1,107,494.30

支付的各项税费 71,092.5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0,240.57 429,627.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44,638.08 1,597,12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131.23 -241,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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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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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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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131.23 -241,387.0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5,388.5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68,519.77 -241,387.00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显畅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