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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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209,363.51 228,890,173.61 0.13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09,876,932.71 110,372,956.15 -0.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858 0.862 -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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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2.77 106.2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2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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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023.44 -496,023.44 20.4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4 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4 -0.004 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4 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0.42 
增加 0.17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8 -0.38 

增加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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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6,271.79

合计 -56,2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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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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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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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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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天祥商贸有限公

司 
2,211,800 人民币普通股  

于紫娟 1,826,8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天颐融信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1,026,864 人民币普通股  

吴丽雅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寅莹 7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飞丹 599,511 人民币普通股  
李志明 5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月霞 5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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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将公司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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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至 2010 年 4 月 23 日，该重大资产出售方

案已实施完毕。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分别出具了《关于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持续督导意见书》和《关于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对该事项进行了确认。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4 日，在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相关公告。该方案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公司资产质量，提

高了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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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无现金分红政策。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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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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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751.91 264,409.1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6,795,577.65 66,806,944.66

    预付款项 2,715,339.82 2,480,0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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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7,198.49 25,061,705.4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32,626,500.25 132,624,311.2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27,560,368.12 227,237,4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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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37.63 194,9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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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995.39 1,652,736.86

          资产总计 229,209,363.51 228,890,1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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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41,907.53 37,514,5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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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08.62 242,408.62

    应交税费 10,491,272.56 10,855,193.22

    应付利息 16,106,249.28 15,870,944.2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4,753,090.74 23,491,2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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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90,471.40 100,431,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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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90,471.40 100,431,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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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68,405.16 -159,072,381.7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9,876,932.71 110,372,956.15

    少数股东权益 18,041,959.40 18,085,806.4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7,918,892.11 128,458,762.5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9,209,363.51 228,890,1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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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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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49.30 149,497.23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4,151,631.41 64,161,724.82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7,458,431.90 17,837,330.74

    存货 99,434,6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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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37,859.10 181,204,3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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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03.04 163,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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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37,984.45 31,637,984.45

        资产总计 212,775,843.55 212,842,2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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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27,007.56 31,927,007.56

    预收款项 7,042.67 7,042.67

    应付职工薪酬 2,889.03 4,389.03

    应交税费 2,825,479.16 2,825,479.16

    应付利息 16,106,249.28 15,870,944.2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6,726,856.42 36,496,8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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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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45,524.12 99,581,7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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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45,524.12 99,581,7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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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15,018.44 -156,184,765.5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12,830,319.43 113,260,572.3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12,775,843.55 212,842,2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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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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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营业收入 1,616,523.6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83,598.65 2,269,432.95

    其中：营业成本 1,568,62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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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47,562.47 287,606.43

          财务费用 236,036.18 324,2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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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598.65 -652,909.30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56,271.79 1,052.2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39,870.44 -653,961.54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39,870.44 -653,961.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96,023.44 -623,399.22

    少数股东损益 -43,847.00 -30,562.32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4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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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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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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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94,514.00 253,462.43

        财务费用 235,738.93 324,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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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252.93 -577,553.56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2.18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30,252.93 -577,555.74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30,252.93 -577,555.74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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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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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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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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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756.02 89,200.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07,756.02 87,200.3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2,312.60 147,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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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97.00 261,442.60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0,791.45 64,088.0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0,412.20 115,666.6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76,413.25 588,55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42.77 -501,3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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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2.77 -501,3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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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30,035.34 597,3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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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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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3,953.27 24,739.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9,953.27 24,739.0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0,00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2,051.00 211,014.60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4,250.20 35,314.6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6,301.20 306,32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347.93 -281,5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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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47.93 -281,590.1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9,497.23 550,749.2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3,149.30 269,1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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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