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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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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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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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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741,121.58 229,651,956.29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1,207,100.00 101,344,166.3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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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13.95 -198,9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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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 614,996.60 -3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7,066.33 31,898.4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7,066.33 60,398.4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13 0.032 减少 0.1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1 0.000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1 0.000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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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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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 28,823,378 22.52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限

公司 

26,785,000 20.93 0 
质押 

26,785,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9,576,579 7.48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时节好雨资本市场 5号集合

资金信托 

6,400,104 5.00 0 

未知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3,787,851 2.96 0 

未知 

  其他 

德邦基金－光大银行－富

邦百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932,070 2.29 0 
未知 

  其他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2,800,000 2.19 0 

未知 

  其他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方正东亚·神龙 9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92,552 1.32 0 

未知 

  其他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五矿信托－西南康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53,901 1.29 0 

未知 

  其他 

商丘市天祥商贸有限公司 1,503,268 1.17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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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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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限公司 26,7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85,000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576,579 人民币普通股 9,576,579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时节好雨资本市

场 5 号集合资金信托 

6,400,104 
人民币普通股 

6,400,10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3,787,851 
人民币普通股 

3,78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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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基金－光大银行－富邦百瑞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2,932,070 
人民币普通股 

2,932,07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方正东

亚·神龙 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92,552 
人民币普通股 

1,692,552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五矿信托－西南

康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53,901 
人民币普通股 

1,653,901 

商丘市天祥商贸有限公司 1,503,268 人民币普通股 1,503,2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限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时节

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合资金信托、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重庆赛尼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商

丘市天祥商贸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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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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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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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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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万州区总体规划调整，天仙湖片区规划也随

之调整，相关部门在规划调整期间暂停了天仙湖片区内的土地权属过户，致使公司购买的土地至

今未能过户。目前万州区对天仙湖项目核心区的规划调整已经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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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购买土地的交易仍继续进行中，公司也将督促天仙湖置业在天仙湖非核心区规划

调整结束后，立即办理上述土地的过户。若发生公司战略调整或其他原因导致前述交易取消，则

根据公司与天仙湖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天仙湖公司在将预付款退还公司的同时，向公司支付预

付期间的资金利息，以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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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明 

日期 201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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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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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92.57 181,1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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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9,341.46 10,354,341.46 

预付款项 179,712,372.48 179,612,3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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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4,508.59 9,630,629.3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2,066,621.46 12,066,6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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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合计 211,934,236.56 211,845,0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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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3,396.21 17,673,396.21 

固定资产 1,984.50 1,984.50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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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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04.31 131,504.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806,885.02 17,806,885.02 

资产总计 229,741,121.58 229,651,9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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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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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35,848.81 43,835,848.81 

预收款项 72,600.00 72,60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64,013.03 779.03 

应交税费 6,156,114.40 6,236,990.63 

应付利息 20,054,805.66 19,864,055.1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5,096,147.84 24,968,3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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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29,529.74 107,428,614.1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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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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29,529.74 107,428,6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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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38,237.87 -168,101,171.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1,207,100.00 101,344,166.33 

少数股东权益 21,004,491.84 20,879,175.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2,211,591.84 122,223,342.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9,741,121.58 229,651,9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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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英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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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5.10 86,1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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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9,341.46 10,354,341.46 

预付款项 160,127,175.27 160,027,175.27 

应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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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8,546,803.08 28,498,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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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合计 198,741,774.91 198,965,9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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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0 3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984.50 1,9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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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53.22 130,653.2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132,637.72 30,132,637.72 

资产总计 228,874,412.63 229,098,538.3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450,000.00 12,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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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71,470.07 41,171,470.07 

预收款项 72,600.00 72,600.00 

应付职工薪酬 64,013.03 779.03 

应交税费 1,720,615.63 1,825,791.51 

应付利息 20,054,805.66 19,864,055.1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3,840,543.82 53,688,437.82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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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9,174,048.21 129,073,1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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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74,048.21 129,073,1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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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44,973.45 -169,419,933.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99,700,364.42 100,025,404.7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8,874,412.63 229,098,5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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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英 

 

 

合并利润表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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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 614,996.60 

其中：营业收入 400,000.00 614,996.6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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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业总成本 411,750.33 533,332.48 

其中：营业成本   168,9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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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00.00   

销售费用   397.76 

管理费用 197,839.00 362,283.67 

财务费用 191,511.33 1,6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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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0.33 81,664.12 

加：营业外收入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28,5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750.33 53,164.12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750.33 53,164.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7,066.33 31,898.47 

少数股东损益 125,316.00 21,2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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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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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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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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0.33 53,164.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37,066.33 31,898.4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25,316.00 21,265.6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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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90 元，上期被合并

方实现的净利润为： 574,490.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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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英 

 

 

母公司利润表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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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96.60 

减：营业成本   168,968.14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33,729.00 287,385.00 

财务费用 191,311.33 1,6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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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40.33 -263,030.20 

加：营业外收入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28,5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25,040.33 -291,5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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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25,040.33 -291,5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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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40.33 -291,530.20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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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英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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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00 1,931,8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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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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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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805.28 2,048,408.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28,805.28 3,980,303.8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 2,203,8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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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52.35 185,458.5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5,950.88 425,263.6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5,016.00 1,364,617.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48,519.23 4,179,230.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713.95 -198,9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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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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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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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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13.95 -198,926.6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1,106.52 649,804.9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1,392.57 450,8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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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英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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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00 1,231,895.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3,383.17 298,285.0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8,383.17 1,530,180.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 1,203,890.5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5,342.00 123,311.6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5,950.88 423,359.6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4,816.00 16,178.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86,108.88 1,766,74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725.71 -236,5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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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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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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25.71 -236,560.1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6,180.81 416,525.4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455.10 179,9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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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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