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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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08,160.81 234,224,910.37 -0.0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10,988,726.32 111,452,748.02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867 0.871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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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62.26 -399.4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07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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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021.70 -464,021.70 6.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4 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4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4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0.42 增加 0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36 增加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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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63.76
合计 -62,6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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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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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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6,000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赛尼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22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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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国南 1,475,67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1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瞿明福 830,626 人民币普通股  
黄飞丹 819,659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镕丰投资有限公司 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于紫娟 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邹玲 56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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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关联方购买土地的议案》，即公司以经北京海地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海地人房地字

[2010]007 号-渝-万州-出《土地估价报告》的评估值 15960.42 万元为准的价格，购买控股股

东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重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天

仙湖总面积为 109698.04 平方米（折 164.55 亩）的 16 宗相邻土地的方案。后由于万州区进

行规划调整，暂停了天仙湖周边土地的过户工作，至本报告出具日该些土地过户手续还未完

成。在万州区规划调整完成后，公司将加紧办理上述土地的过户工作，预计今年 10 月底前

能完成土地过户所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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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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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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201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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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3.6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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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97.01 281,259.2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31,683.99 231,683.99
    预付款项 200,180,000.00 200,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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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8,404.54 2,384,740.5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9,693,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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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20,586.73 232,734,6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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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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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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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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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574.08 1,490,284.68
          资产总计 234,108,160.81 234,224,910.3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450,000.00 12,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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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16,7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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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58.62 240,458.62
    应交税费 11,374,949.02 11,461,044.40
    应付利息 17,047,469.28 16,812,164.2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7,870,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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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07,321.98 102,909,2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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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07,321.98 102,909,2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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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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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8,456,6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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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88,726.32 111,452,748.02
    少数股东权益 19,812,112.51 19,862,933.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0,800,838.83 131,315,682.0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4,108,160.81 234,224,9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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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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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73.06 177,669.58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31,683.99 231,683.99
    预付款项 200,180,000.00 200,180,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354,7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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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847,097.59 202,974,0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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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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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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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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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89,383.65 31,489,383.65
        资产总计 234,336,481.24 234,463,4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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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03 2,889.03
    应交税费 2,825,719.34 2,825,679.38
    应付利息 17,047,469.28 16,812,164.2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9,497,959.99 59,472,511.9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3,049,597.87 122,788,8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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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49,597.87 122,788,8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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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58,454.50 -157,770,665.0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11,286,883.37 111,674,672.8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34,336,481.24 234,463,4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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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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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合并利润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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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4.27 
    其中：营业收入 3,504.2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55,683.69 483,598.65
    其中：营业成本 3,2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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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费用 80.00 
          管理费用 216,591.90 247,562.47
          财务费用 235,742.56 236,0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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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179.42 -483,598.6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62,663.76 56,271.7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14,843.18 -539,870.44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14,843.18 -539,870.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4,021.70 -496,023.44
    少数股东损益 -50,821.48 -43,847.00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4 -0.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4 -0.004
七、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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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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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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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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4.27 
    减：营业成本 3,269.23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80.00 
        管理费用 152,634.00 194,514.00
        财务费用 235,310.52 235,7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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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789.48 -430,252.9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87,789.48 -430,252.93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87,789.48 -430,252.93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3 -0.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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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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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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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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76.96 801,756.0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1,576.96 807,756.0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4,674.00 22,3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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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49.00 112,897.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1,839.10 420,791.4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977.12 220,412.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5,439.22 776,41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862.26 31,3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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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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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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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62.26 31,342.7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1,259.27 1,098,692.5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7,397.01 1,130,0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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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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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0.00 203,953.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000.00 209,953.2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905.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4,649.00 102,051.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2,442.52 164,250.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0,996.52 266,301.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996.52 -56,3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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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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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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96.52 -56,3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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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73.06 93,1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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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