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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梁衍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华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道冕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03,584,115.59 206,208,540.34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41,648,938.75 142,580,445.49 -0.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63,147.03 -1,661,976.9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257.04 6,435,254.24 -9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31,506.73 23,401.21 -4,08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31,506.73 -545,230.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66 0.02 减少 0.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73 0.0002 -3,7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73 0.0002 -3,7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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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43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38,374,400 29.9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 28,823,378 22.52 0 
质押 

26,850,00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0,856,592 8.48 0 
质押 

10,500,00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润

泽 2号私募基金 

3,018,000 2.36 0 

无 

0 其他 

晋中东鑫建材贸易有

限公司 

2,585,699 2.02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景华 2,342,000 1.83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施宝健 1,077,609 0.8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蒋一科 825,819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鲁证泉通宏睿昭

金 1号资产管理计划 

655,370 0.51 0 

无 

0 其他 

李永宏 389,6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8,3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74,400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 28,823,378 人民币普通股 28,823,378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856,592 人民币普通股 10,856,592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润泽 2号私募基金 

3,0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8,000 

晋中东鑫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2,585,699 人民币普通股 2,585,699 

景华 2,3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2,000 

施宝健 1,077,609 人民币普通股 1,077,609 

蒋一科 825,819 人民币普通股 825,819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鲁证泉通

宏睿昭金 1号资产管理计划 

655,370 
人民币普通股 

65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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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宏 3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未知其他法人股东与自然人股东间或自然人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受公司在本报告期内推进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重大事项影响，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实际开

展相关贸易业务，导致本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公司的相关财务

指标，包括净利润、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均大幅下降。随着公司股东转让股份的完成，公司的相

关贸易业务已恢复正常。 

 

 

3.2 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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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份事项的情况 

    2017年2月1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公司在正在谋划重大事项，鉴于

事项的不确定性，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停牌。后经确认，该事项系公司股东晋中东鑫

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股票38,374,400股转让给中庚地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上述

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2017年3月24日完成。关于该事项的详情请见公司于2017年3月4日、

2017年3月9日发布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编号为 2017—018）及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人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晋中东鑫）、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庚集团），于2017年3

月24日发布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编号为2017-026）。 

    2、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变更的情况 

    2017年3月30日，公司披露了非独立董事王文胜先生、陈峰先生、王东先生、王睿先生以及李

克海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监事胡少勇先生、程康泉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

监事职务。为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董事会提名梁衍锋先生、陈君进先生、王焕青先

生、倪建达先生以及李晓茹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提名于战勇先生、颜肃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2017年4月14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了上述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作为正式董、监事，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届监事会。同时，职工监事也由汪航先生变更为林维群先生。关于该事项的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年3月30日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编号分别为2017-029、2017-030）、于2017年4月15日发布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为201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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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出具非标准意见的事项进展 

    2017年4月14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新任董事。公司董事会已充分认识到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的问题，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的实际现状，要彻底改善公司的经

营情况、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根本措施就是必须运用上市公司的平台来整合优质资源，做大

做实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但公司董事会也明白，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仍需要时间进行论证、

规划以及与相关方面进行沟通和协调。 

    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公司仍将围绕建材贸易业务开展工作，利用作为上市公司的优质信誉，

以及股东的优势资源，寻求优质合作伙伴，扩大贸易业务及提升盈利能力，以逐步改善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谋求公司的发展。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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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梁衍锋 

日期 2017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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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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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94,541.66 183,787,880.4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4,382,119.1 2,813,424.66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062,852.88 4,633,050.1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5,016,611.11 10,084,260.99 

流动资产合计 198,756,124.75 201,318,616.2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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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8,747.88 4,263,173 

固定资产 599,242.96 626,751.1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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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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827,990.84 4,889,924.1 

资产总计 203,584,115.59 206,208,540.3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910,000.00 4,91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3,229,401.36 23,300,053.36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95,668.70 298,265.23 

应交税费 13,069.25 979,548.03 

应付利息 14,255,443.84 14,255,443.84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9,231,593.69 19,884,7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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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1,935,176.84 63,628,094.8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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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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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35,176.84 63,628,094.8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41,445,337.87 141,445,337.8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27,796,399.12 -126,864,892.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648,938.75 142,580,445.49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648,938.75 142,580,445.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3,584,115.59 206,208,540.34 

法定代表人：梁衍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华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道冕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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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94,541.66 183,787,880.4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4,382,119.1 2,813,424.66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062,852.88 4,633,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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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5,016,611.11 10,084,260.99 

流动资产合计 198,756,124.75 201,318,6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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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4,228,747.88 4,263,173 

固定资产 599,242.96 626,7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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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827,990.84 4,889,924.10 

资产总计 203,584,115.59 206,208,540.3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910,000.00 4,91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3,229,401.36 23,300,053.36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295,668.70 298,265.23 

应交税费 13,069.25 979,548.03 

应付利息 14,255,443.84 14,255,443.84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9,231,593.69 19,884,784.39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1,935,176.84 63,628,094.85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11 / 1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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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35,176.84 63,628,094.8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41,445,337.87 141,445,337.8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127,796,399.12 -126,864,892.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648,938.75 142,580,445.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3,584,115.59 206,208,540.34 

法定代表人：梁衍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华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道冕 

 

 

合并利润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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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7.04 6,435,254.24 

其中：营业收入 8,257.04 6,435,254.2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96,767.90 6,980,484.27 

其中：营业成本 42,618.92 6,418,1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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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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5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226,416.07 1,299,805.02 

财务费用 -1,572,330.34 -737,4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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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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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091.53 -545,230.03 

加：营业外收入   576,431.6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58,091.53 31,201.61 

减：所得税费用 273,415.2 7,800.4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31,506.73 23,401.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31,506.73 23,401.21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

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

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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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931,506.73 23,401.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931,506.73 23,401.2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0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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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

的净利润为： 0 元。 

法定代表人：梁衍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华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道冕 

 

 

母公司利润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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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7.04 6,435,254.24 

减：营业成本 42,618.92 6,418,147.34 

营业税金及附加 63.25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226,416.07 1,299,805.02 

财务费用 -1,572,330.34 -737,4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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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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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091.53 -545,230.03 

加：营业外收入   576,431.6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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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091.53 31,201.61 

减：所得税费用 273,415.21 7,800.4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31,506.74 23,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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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931,506.74 23,401.2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梁衍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华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道冕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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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9,2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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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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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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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2,927.83 740,151.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52,927.83 8,269,399.4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0,652 7,163,5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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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494.61 685,067.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06,350.06 631,127.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21,578.19 1,451,63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16,074.86 9,931,37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3,147.03 -1,661,9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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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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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69,808.2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4,7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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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00,000.00 24,73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9,808.22 -24,7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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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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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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661.19 -1,686,713.9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87,880.47 215,778,283.8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294,541.66 214,091,569.90 

法定代表人：梁衍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华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道冕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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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9,247.78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2,927.83 740,151.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52,927.83 8,269,399.4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0,652.00 7,163,548.5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17,494.61 685,067.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06,350.06 631,127.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21,578.19 1,451,633.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16,074.86 9,931,37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3,147.03 -1,661,9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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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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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69,808.2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4,7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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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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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00,000.00 24,73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9,808.22 -24,7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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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661.19 -1,686,713.9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87,880.47 215,778,283.8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294,541.66 214,091,569.90 

法定代表人：梁衍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华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道冕 

 

4.2 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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