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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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李大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邓显畅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王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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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609,065.87 234,224,910.37 -0.2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09,431,516.12 111,452,748.02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85 0.87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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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9.68 140.6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05 140.63

 
报告期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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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454.39 -1,658,525.20 4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13 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13 -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13 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1.50 增加 0.2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55 -1.50 减少 0.14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1－9 月）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5.04

合计 2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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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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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限公司 26,9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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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赛尼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商丘市天祥商贸有限公司  1,503,268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绿都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474,000 人民币普通股  
秦君   876,8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良玉      791,3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凤英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沈树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飞丹               639,8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彦兰                   5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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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6日与重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天仙湖置业"）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

书》，拟向天仙湖置业购买其名下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天仙湖的总面积为 109698.04 平方米（折 164.55

亩）的 16 宗土地，土地总价为 15960.42 万元。2010 年 4 月 23 日，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购买方案。 

    在股东大会通过土地购买方案后，天仙湖置业立即展开了办理上述土地权属过户的工作。但随后

因重庆市委将万州区定位为重庆第二大城市和三峡库区特大中心城市，万州区政府决定对万州区总体

规划进行调整，而天仙湖地区的规划也随之调整，相关部门也在规划调整期间暂停了天仙湖片区内的

土地权属过户。 

    目前万州区对天仙湖项目核心区的规划调整已经完成，万州区政府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下发了《重

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天仙湖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心区）的批复》文件，但非核心区的规

划调整仍在继续，公司购买的土地处于划定的天仙湖非核心区，因此目前土地过户手续还未能办理，

公司将在非核心区规划调整结束后，立即办理上述土地的过户，力争尽快完成土地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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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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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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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568.95 281,259.2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27,040.04 231,683.99

    预付款项 199,570,000.00 200,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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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582.19 2,384,740.5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9,656,941.89 29,656,941.8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32,129,133.07 232,734,625.69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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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5.04 32,5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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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932.80 1,490,284.68

          资产总计 233,609,065.87 234,224,910.3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450,000.00 12,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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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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409.50 35,004,391.94

    预收款项 7,042.67 7,042.6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40,668.62 240,458.62

    应交税费 9,943,548.24 11,461,044.40

    应付利息 17,329,409.18 16,812,164.2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0,666,690.63 26,934,1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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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40,768.84 102,909,2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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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40,768.84 102,909,2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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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45,337.87 141,445,337.87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60,013,821.75 -157,992,589.8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9,431,516.12 111,452,748.02

    少数股东权益 19,436,780.91 19,862,933.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8,868,297.03 131,315,682.0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3,609,065.87 234,224,9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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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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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7.87 177,669.58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27,040.04 231,683.99

    预付款项 199,570,000.00 200,180,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389,384.49 2,384,7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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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3,712.40 202,974,0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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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3.52 15,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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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86,114.93 31,489,383.65

        资产总计 233,699,827.33 234,463,477.7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450,000.00 12,45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1,218,517.56 31,218,517.56

    预收款项 7,042.67 7,042.67

    应付职工薪酬 3,099.03 2,889.03

    应交税费 2,825,719.34 2,825,679.38

    应付利息 17,329,409.18 16,812,164.2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9,573,368.99 59,472,511.99



600753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 

 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3,407,156.77 122,788,8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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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07,156.77 122,788,8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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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45,337.87 141,445,337.87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9,152,667.31 -157,770,665.0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10,292,670.56 111,674,672.8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33,699,827.33 234,463,4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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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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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52.10  8,312,367.10

    其中：营业收入 162,652.10  8,312,367.1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34,188.04 685,721.15 1,843,108.86 6,159,614.24

    其中：营业成本 149,932.24  3,857,9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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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6.33  529,887.81

          销售费用 100.00 80.00 100.00

          管理费用 392,306.72 300,042.36 1,325,344.73 1,063,1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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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141,881.32 235,490.22 517,684.13 708,5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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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34,188.04 -523,069.05 -1,843,108.86 2,152,752.86

    加：营业外收入 3,504.27 

    减：营业外支出 -299,586.36 72,842.56 3,269.23 302,543.5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234,601.68 -595,911.61 -1,842,873.82 1,850,209.29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4,601.68 -595,911.61 -1,842,873.82 1,850,209.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8,454.39 -529,942.53 -1,658,525.20 499,662.01

    少数股东损益 63,852.71 -65,969.08 -184,348.62 1,350,547.28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2 -0.005 -0.013 0.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2 -0.005 -0.013 0.004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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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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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5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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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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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52.10  162,652.10

    减：营业成本 149,932.24  149,932.24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6.33  156.33

        销售费用 100.00 80.00 100.00

        管理费用 252,406.62 208,026.76 865,038.64 830,488.04

        财务费用 141,826.85 235,425.68 517,118.69 708,1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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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233.47 -430,988.91 -1,382,237.33 -1,526,158.92

    加：营业外收入 3,504.27 

 减：营业外支出 3,2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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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394,233.47 -430,988.91 -1,382,002.29 -1,526,158.92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94,233.47 -430,988.91 -1,382,002.29 -1,526,158.92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3 -0.003 -0.011 -0.01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3 -0.003 -0.011 -0.012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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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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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42,6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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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16,971.50 39,272,599.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216,971.50 210,915,218.4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2,467,811.30 201,067,7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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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419.64 457,887.76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00,314.82 1,142,010.5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80,116.06 8,410,790.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150,661.82 211,078,407.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309.68 -163,1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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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53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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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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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9.68 -163,189.1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1,259.27 264,409.1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7,568.95 101,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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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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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92,903.5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276,503.64 58,083,318.2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276,503.64 221,576,221.7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2,393,905.00 200,448,270.7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72,888.62 328,579.76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60,091.73 20,920,276.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426,885.35 221,697,12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381.71 -120,904.9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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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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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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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81.71 -120,904.9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7,669.58 149,497.2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287.87 28,5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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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