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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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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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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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057,063.96 229,304,438.97 12.1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01,065,002.92 101,423,761.30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790 0.79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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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27.49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14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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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758.38 -358,758.3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3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0.35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35 -0.3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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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4.24 

合计 -15,2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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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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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红卫 3,759,522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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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天祥商贸有限公

司 
1,503,268 人民币普通股  

 

昆明盈鑫柒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453,673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1,338,615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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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黄河 8 号信托计划 

罗习霞 1,329,509 人民币普通股  
 

付素清 1,096,477 人民币普通股  
 

刘勇华 1,060,959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905,009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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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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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购买土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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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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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在天仙湖非核心区规划调整结束后，立即和天仙湖置业办理上述土地的过户，力

争尽快完成土地过户手续。同时公司已与天仙湖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如购买的土地

不能过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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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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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无执行现金分红政策的情况。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大明  

 

2013 年 4 月 25 日 



 

 

§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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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21.58 260,549.0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230,189.27 8,106,980.92 

    预付款项 163,009,099.86 191,217,6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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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70,394.85 52,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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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047,747.45 229,294,8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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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6.51 9,5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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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9,316.51 9,567.07 

          资产总计 257,057,063.96 229,304,4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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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92,675.85 39,541,402.81 

    预收款项 612,088.25 595,178.1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8,595.03 34,511.03 

    应交税费 8,132,643.50 8,319,353.75 

    应付利息 18,528,801.66 18,338,051.1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6,784,994.52 28,623,5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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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39,798.81 107,902,0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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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39,798.81 107,902,0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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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80,334.95 -168,021,576.5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1,065,002.92 101,423,761.30 

    少数股东权益 19,952,262.23 19,978,634.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017,265.15 121,402,395.7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57,057,063.96 229,304,4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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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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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63.62 149,311.17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230,189.27 8,106,980.92 

    预付款项 161,837,515.09 166,156,105.2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3,435,510.89 25,250,3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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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538,778.87 199,662,7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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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3.73 4,3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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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004,343.73 30,004,343.73 

        资产总计 234,543,122.60 229,667,0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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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15,133.51 36,263,860.47 

    预收款项 612,088.25 595,178.14 

    应付职工薪酬 38,595.03 34,511.03 

    应交税费 2,096,860.04 2,283,570.29 

    应付利息 18,528,801.66 18,338,051.1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3,465,032.37 58,246,101.3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33,406,510.86 128,211,2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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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06,510.86 128,211,2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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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08,726.13 -167,989,526.0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1,136,611.74 101,455,811.8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34,543,122.60 229,667,0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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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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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并利润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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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948.72  

    其中：营业收入 790,948.7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160,825.06 573,301.83 

    其中：营业成本 739,7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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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85  

          销售费用  200.00 

          管理费用 228,082.50 384,780.70 

          财务费用 191,918.99 188,3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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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69,876.34 -573,301.8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5,254.2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85,130.58 -573,301.83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85,130.58 -573,301.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8,758.38 -515,822.54 

    少数股东损益 -26,372.20 -57,479.29 

六、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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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3 -0.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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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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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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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948.72  

    减：营业成本 739,779.7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43.85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62,278.00 241,451.85 

        财务费用 191,792.99 188,1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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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945.84 -429,603.6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5,254.2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19,200.08 -429,603.61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9,200.08 -429,603.61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2 -0.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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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合并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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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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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2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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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811.99 871,317.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08,037.10 871,317.2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95,680.07 216,2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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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18.78 168,165.7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8,467.06 378,705.4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1,298.68 282,129.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87,464.59 1,045,23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427.49 -173,9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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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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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27.49 -173,914.1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0,549.07 218,520.6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121.58 44,6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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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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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225.1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59,811.99 659,876.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08,037.10 659,876.3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95,680.07 185,097.4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9,930.00 90,013.9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6,565.84 352,061.8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9,608.74 39,896.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21,784.65 667,06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747.55 -7,1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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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47.55 -7,192.9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9,311.17 74,030.1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563.62 66,8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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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