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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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690,323.73 239,149,888.65 -0.1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06,332,304.31 106,955,703.53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83 0.8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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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358.98 -34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0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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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399.22 -623,399.22 -141.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5 -0.005 -141.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5 -0.005 -1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05 -0.005 -141.67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59 -0.59 
减少 1.63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0.59 -0.59 

减少 1.53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52.24

合计 -1,0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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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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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重庆赛尼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5,659,997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银星智业（集团）

有限公司 
5,2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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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天祥商贸有限公

司 
4,211,8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共四川省纪委、四川

省监察厅机关服务中心 
931,787 人民币普通股  

海南易方达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688,913 人民币普通股  

陈宝顺 571,300 人民币普通股  
高雅晨 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吕凡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璐 459,199 人民币普通股  
冯逸军 45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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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比上年同期变动情况（单位  元）： 

           2009 年 1-3 月          2008 年 1-3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616,523.65         8,011,372.60     -79.82  

营业成本          1,568,629.83         4,962,495.65     -68.39  

营业利润           -652,909.30         1,607,571.47     -140.61  

利润总额     -653,961.54         1,753,689.16     -137.29  

净利润           -653,961.54         1,663,982.22     -139.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3,399.22 1,505,614.04     -141.40  

造成以上变动的主要原因是：1）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市场成交量减少；2）公司无新增开发项目，可

销售面积比去年减少；3）本报告期销售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销售价格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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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08 年度审计机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08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 

    2008 年度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原文为：“三、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于 2008 年 3 月 12 日以证监许可[2008]324 号文件批准东方银星的出售资产申请报告，同意

其将应收账款净值 63,837,847.47 元、存货净值 99,055,754.24 元等值转让给东方银星控股股东重庆

银星智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重庆银星经济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截至审计报告日上述资产

转让尚未完成。” 

    对此，公司董事会说明如下：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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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将公司总额为 163,272,500.55 元的应收账款和存货按账面价值出售给公司控股股

东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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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后，经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于受 2008 年下半年经济

形势和房地产销售低迷的影响，导致重庆银星经济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 2008 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仍未能实施该项方案。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认为该事项可能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因

此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审计报告中保留事项的说明，客观地反应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将高度

重视该项工作，积极与公司控股股东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商，争取尽快实施该项重大资

产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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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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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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尚未制定现金分红政策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2009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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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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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333.59 1,098,692.5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2,414,023.09 71,412,023.09

    预付款项 28,219,704.87 27,886,8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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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8,222.01 4,946,953.8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30,211,839.11 131,556,160.2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36,441,122.67 236,900,6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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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443.30 791,4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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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757.76 1,457,757.76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49,201.06 2,249,201.06

          资产总计 238,690,323.73 239,149,888.6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7,150,000.00 17,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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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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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99,454.89 42,560,007.77

    预收款项 5,747,143.73 5,747,143.7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44,915.62 248,916.82

    应交税费 12,172,712.98 12,145,113.18

    应付利息 16,815,320.32 16,491,185.3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9,230,926.20 19,223,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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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60,473.74 113,566,0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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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60,473.74 113,566,077.12

股东权益：   

    股本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资本公积 141,445,337.87 141,445,337.87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63,113,033.56 -162,489,634.34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6,332,304.31 106,955,703.53

    少数股东权益 18,597,545.68 18,628,108.00

          股东权益合计 124,929,849.99 125,583,811.53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238,690,323.73 239,149,8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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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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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159.07 550,749.23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4,483,373.11 64,483,373.11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9,969,675.33 19,934,370.51

    存货 99,055,754.24 99,055,754.2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83,777,961.75 184,024,2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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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421.65 737,4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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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11,503.06 32,211,503.06

          资产总计 215,989,464.81 216,235,7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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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87,658.58 36,587,658.58

    预收款项 5,747,143.73 5,747,143.73

    应付职工薪酬 6,243.63 5,458.23

    应交税费 2,873,677.44 2,873,677.44

    应付利息 16,815,320.32 16,491,185.3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8,357,109.51 28,350,7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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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07,537,153.21 107,205,8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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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37,153.21 107,205,882.81

股东权益：   

    股本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资本公积 141,445,337.87 141,445,337.87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160,993,026.27 -160,415,470.53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股东权益合计 108,452,311.60 109,029,867.34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215,989,464.81 216,235,7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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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合并利润表 

2009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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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616,523.65 8,011,372.60

    其中：营业收入 1,616,523.65 8,011,372.6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269,432.95 6,403,801.13

    其中：营业成本 1,568,629.83 4,962,49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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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08.80 346,578.95

          销售费用 534,535.90

          管理费用 287,606.43 292,567.57

          财务费用 324,287.89 267,623.06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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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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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52,909.30 1,607,571.47

    加：营业外收入 147,855.80

    减：营业外支出 1,052.24 1,7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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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961.54 1,753,689.16

    减：所得税费用 89,706.9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53,961.54 1,663,982.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3,399.22 1,505,614.04

    少数股东损益 -30,562.32 158,368.18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5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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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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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公司利润表 

2009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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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2,778,172.60

    减：营业成本 1,011,429.65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20.95

        销售费用 488.28

        管理费用 253,462.43 238,044.57

        财务费用 324,091.13 267,4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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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77,553.56 1,254,366.09

    加：营业外收入 147,855.80

    减：营业外支出 2.18 4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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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555.74 1,401,759.86

    减：所得税费用 1,724.6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77,555.74 1,400,0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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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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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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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1,474,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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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00.30 785,242.1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7,200.30 2,259,897.1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7,362.00 902,6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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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442.60 374,914.40

    支付的各项税费 64,088.06 327,106.4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5,666.62 452,306.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88,559.28 2,056,99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358.98 202,9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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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358.98 202,900.2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98,692.57 575,298.9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97,333.59 778,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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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09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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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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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39.05 773,114.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739.05 1,717,769.3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0,000.00 765,956.9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11,014.60 127,348.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71,092.5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314.61 380,240.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6,329.21 1,344,638.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590.16 373,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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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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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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590.16 373,131.2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50,749.23 395,388.5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9,159.07 768,5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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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