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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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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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08,195.75 239,149,888.65 1.6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08,072,780.58 106,955,703.53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84 0.84 0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0,510.49 -1,67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07 不适用

 
报告期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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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637.69 1,117,077.05 -158.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6 0.009 -1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0.018 —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06 0.009 -160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70 1.03 
减少 1.56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0.46 -2.12 

减少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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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 

（元）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3,462,257.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6,887.49

合计 3,195,3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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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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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限公司 5,2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赛尼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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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莹 765,477 人民币普通股  
何依苹 75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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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廷春 506,900 人民币普通股  
艾利 501,700 人民币普通股  
高珂若 473,936 人民币普通股  
谢安源 43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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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无新增开发项目，可销售面积比去年减少，销售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造成公司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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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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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银星股份”）的方案，因银星股份资金原因，至今仍未实施。 

    公司和银星股份承诺在条件具备时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实施。公司董事会将高度重视该项工

作，积极督促银星股份尽快实施该项重大资产出售。在公司实施完成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后，利安

达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08 年审计报告出具的保留事项将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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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无现金分红政策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600753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 

 4

§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09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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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1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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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26,966.37 71,412,023.09

    预付款项 30,869,7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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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7,344.61 4,946,953.8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32,285,508.89 131,556,160.2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40,847,716.92 236,900,6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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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721.07 791,4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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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478.83 2,249,201.06

          资产总计 243,008,195.75 239,149,8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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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98,236.61 42,560,007.77

    预收款项 2,847,3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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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64.57 248,916.82

    应交税费 11,526,450.02 12,145,113.18

    应付利息 17,463,590.32 16,491,185.3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4,891,5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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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20,496.53 113,566,0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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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20,496.53 113,566,0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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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72,5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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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2,780.58 106,955,703.53

    少数股东权益 18,414,918.64 18,628,108.00

          股东权益合计 126,487,699.22 125,583,811.53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243,008,195.75 239,149,8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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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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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8.53 550,749.23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4,716,356.39 64,483,373.11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9,997,7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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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12,326.49 184,024,2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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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778.04 737,4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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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1,859.45 32,211,503.06

          资产总计 215,954,185.94 216,235,7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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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72,071.42 36,587,658.58

    预收款项 1,647,174.09 5,747,143.73

    应付职工薪酬 5,164.98 5,458.23

    应交税费 2,683,838.43 2,873,677.44

    应付利息 17,463,590.32 16,491,185.3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9,765,6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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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87,457.52 107,205,8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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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87,457.52 107,205,8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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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78,609.45 -160,415,470.53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股东权益合计 110,466,728.42 109,029,867.34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215,954,185.94 216,235,7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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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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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上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一、营业总收入 2,687,527.88 1,962,876.67 16,457,181.95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

入 
 

二、营业总成本 634,076.24 1,504,420.32 4,254,358.61 13,294,063.52

    其中：营业成本 828,319.07 1,904,628.79 9,068,4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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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51.72 88,908.80 632,500.71

          销售费用 2,406.63 194,983.56 3,806.18 1,036,794.14

          管理费用 306,441.96 169,982.69 1,258,549.46 1,753,365.47

          财务费用 325,227.65 267,883.28 973,548.17 802,994.71

          资产减值损失 24,9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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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076.24 1,183,107.56 -2,291,481.94 3,163,118.43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 3,660,000.00 1,932,455.80

    减：营业外支出 259,802.00 1,150.00 464,630.37 55,827.0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93,878.24 1,186,957.56 903,887.69 5,039,747.22

    减：所得税费用 -57,424.87  -135,232.2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893,878.24 1,244,382.43 903,887.69 5,174,979.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751,637.69 1,278,756.88 1,117,077.05 4,963,3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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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损益 -142,240.55 -34,374.45 -213,189.36 211,678.48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6 0.01 0.009 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6 0.01 0.00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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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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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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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上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一、营业收入 2,022,116.88 346,353.02 6,825,185.92

    减：营业成本 288,670.75 335,998.96 1,591,985.99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20.95

        销售费用 1,399.55 488.25

        管理费用 214,028.30 139,087.69 1,056,603.44 1,705,876.91

        财务费用 324,147.86 267,889.88 972,869.90 802,799.75

        资产减值损失 4,8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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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176.16 1,326,468.56 -2,025,396.04 2,717,614.07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 3,660,000.00 1,932,455.80

    减：营业外支出 100.70 1,150.00 197,742.88 2,562.03

        其中：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38,276.86 1,330,318.56 1,436,861.08 4,647,507.84

    减：所得税费用  1,724.6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38,276.86 1,330,318.56 1,436,861.08 4,645,7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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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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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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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11.68 2,215,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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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901.47 2,374,324.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49,013.15 4,589,979.4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25,334.09 1,471,5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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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145.40 1,116,461.1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13,996.57 877,007.6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26,047.58 1,176,717.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69,523.64 4,641,74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0,510.49 -51,7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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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510.49 -51,7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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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182.08 523,5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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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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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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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11.68 965,655.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87,073.93 2,154,039.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10,185.61 3,119,694.2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9,503.50 1,050,956.9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83,762.40 707,649.75

    支付的各项税费 431,754.20 372,817.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03,456.21 875,915.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18,476.31 3,007,33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8,290.70 112,3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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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290.70 112,3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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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8.53 507,7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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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