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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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14,746.35 222,859,431.45 -0.1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99,431,507.11 99,947,329.65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777 0.781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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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14.10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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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822.54 -515,822.54 1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4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2 -0.52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52 -0.5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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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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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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赛尼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597,5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1,51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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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 740,5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良玉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健慧 575,819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瑾 46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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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股东大会通过土地购买方案后，天仙湖置业立即展开了办理上述土地权属过户的工

作。但后来因万州区对总体规划进行调整，相关部门暂停了天仙湖周边的土地过户手续办理，

目前，天仙湖项目核心区的规划调整方案已基本确定，非核心区的规划调整尚需报批，因此

该土地过户手续仍未完成，公司将督促重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在万州区总体规划调整完成

后，立即继续土地过户的办理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过户手续，以尽快实现开发建设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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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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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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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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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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06.56 218,520.6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457,632.87 624,132.71
    预付款项 161,023,331.07 161,023,3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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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9,420.10 31,319,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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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01,932.49 222,842,3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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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3.86 17,0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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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3.86 17,085.02
          资产总计 222,514,746.35 222,859,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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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04,130.50 39,204,1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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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9.67 3,119.03
    应交税费 9,938,908.64 9,909,369.58
    应付利息 17,763,486.19 17,575,049.1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4,304,709.81 24,304,7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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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74,994.81 103,446,3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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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74,994.81 103,446,3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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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13,830.76 -169,498,008.2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9,431,507.11 99,947,329.65
    少数股东权益 19,408,244.43 19,465,723.7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8,839,751.54 119,413,053.3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2,514,746.35 222,859,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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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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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37.17 74,030.14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457,632.87 624,132.71
    预付款项 160,068,236.30 160,068,236.3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1,319,420.10 31,319,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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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12,126.44 192,085,8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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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0.44 8,7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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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7,130.44 30,008,764.80
        资产总计 221,919,256.88 222,094,5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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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94,766.97 34,994,766.97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12,239.87 3,119.03
    应交税费 2,682,396.55 2,625,677.98
    应付利息 17,763,486.19 17,575,049.1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3,697,224.67 53,697,224.6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1,600,114.25 121,345,8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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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00,114.25 121,345,8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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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26,195.24 -168,696,591.6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0,319,142.63 100,748,746.2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21,919,256.88 222,094,5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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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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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301.83 455,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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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80.00
          管理费用 384,780.70 216,591.90
          财务费用 188,321.13 235,7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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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301.83 -452,179.42
    加：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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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73,301.83 -514,843.18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73,301.83 -514,843.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5,822.54 -464,021.70
    少数股东损益 -57,479.29 -50,821.48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4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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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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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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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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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51.85 152,634.00
        财务费用 188,151.76 235,3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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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603.61 -387,7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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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603.61 -387,789.48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29,603.61 -387,7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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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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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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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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317.20 341,576.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71,317.20 341,576.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16,230.62 64,6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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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165.71 160,949.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78,705.47 151,839.1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2,129.50 57,977.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45,231.30 435,43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914.10 -93,8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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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53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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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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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14.10 -93,862.2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8,520.66 281,259.2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606.56 187,3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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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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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59,876.36 64,0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59,876.36 64,000.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5,097.43 3,905.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0,013.91 104,649.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2,061.8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896.17 52,442.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7,069.33 160,99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92.97 -96,996.5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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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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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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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2.97 -96,996.5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4,030.14 177,669.5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6,837.17 80,6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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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