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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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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一季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 
1.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5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建军先生、财务总监崔建霖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承世先生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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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62,962.62 121,569,014.93 5.2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94,570,086.36 94,471,293.29 0.10%

每股净资产 1.452 1.45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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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5,685.81 -275.4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42 0.00%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利润 98,793.07 98,793.07 -65.31%

基本每股收益 0.0015 0.0015 -65.91%

稀释每股收益 0.0015 0.0015 -65.91%

净资产收益率 0.104% 0.104% 0.2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0.104% 0.104% 0.2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营业外收支净额 0.00

合计 0.00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4,818

          前 10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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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谭国良 305,7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宗豪 196,471 人民币普通股 

张  息 181,1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巧霞 157,516 人民币普通股 

阎  斌 152,600 人民币普通股 

赵厚成 138,100 人民币普通股 

沈春林 138,046 人民币普通股 

蒋晓军 124,300 人民币普通股 

赵海利 11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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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将其持有的我公司 2459.8860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事宜已

于 2007年 2月 8日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鉴于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股份超过 30%，目前，融达公司申请豁免
要约收购等事项正在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批。 
公司于 2006年 12月 18日召开了 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新增股份购买资产及关联交易报告书等议案，

目前，该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按照相关程序正在报批之中。 
2、股改进展情况： 
我公司于 2006年 12月 2日披露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按照公司重组工作的实施程序，股改方案

要待有关部门批准公司股权转让及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后方能实施。目前由于重组方案及股权转让的有关事宜尚待有关部门审

批，因此股改工作尚未进入下一程序。 
公司重组方案及股权转让的有关事宜一旦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后，公司将立即进入股改的下一程序，并由新的控股股东实

施股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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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季报资产负债表中的 2007年期初股东权益与“新旧会计准则股东权益差异调节表”中的 2007年
期初股东权益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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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 03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数 期初数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788,661.24 18,297,381.1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187,086.71 5,371,730.36 

  应收账款 24,352,453.31 15,800,620.38 

  预付款项 4,688,588.09 2,115,680.4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4,893,945.07 2,612,758.9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3,682,968.90 28,425,628.5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9,593,703.32 72,623,7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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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 24,306,543.78 24,809,224.83 

  在建工程 108,113.00 106,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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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54,602.52 24,029,7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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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69,259.30 48,945,215.19 

资产总计 127,962,962.62 121,569,014.9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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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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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7,006.77 8,190,654.40 

  预收款项 8,056,833.20 3,346,161.4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4,715,328.58 5,595,784.19 

  应交税费 1,322,692.43 1,035,984.69 

  应付利息 188,700.00 426,200.00 

  其他应付款 6,124,425.28 7,950,6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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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890.00 552,247.34 

流动负债合计 33,392,876.26 27,097,7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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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2,876.26 27,097,721.6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5,119,860.00 65,119,860.00 

  资本公积 22,388,107.66 22,388,107.66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805,921.55 805,921.5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256,197.15 6,157,404.08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4,570,086.36 94,471,293.29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94,570,086.36 94,471,293.2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7,962,962.62 121,569,014.93 

4.2 利润表 

编制单位：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 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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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业总收入 30,729,611.68 30,677,923.93 

其中：营业收入 30,729,611.68 30,677,923.9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0,551,079.77 30,389,624.41 

其中：营业成本 25,232,552.52 26,948,5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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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97,561.46 34,863.74 

      销售费用 1,289,024.16 1,099,727.45 

      管理费用 3,947,597.83 2,309,400.82 

      财务费用 -15,656.20 -2,929.30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178,531.91 288,299.52 

  加：营业外收入   137,629.30 

  减：营业外支出   85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178,531.91 425,078.82 

  减：所得税费用 79,738.84 140,276.0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98,793.07 284,802.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15 0.004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15 0.0044 

4.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 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28,284,062.17 35,068,070.5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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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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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4,556.09 26,073,205.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808,618.26 61,141,276.0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33,055,982.13 33,230,506.07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3,315,378.79 5,963,371.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32,061.51 683,015.0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5,660,881.64 15,988,346.0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064,304.07 55,865,23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9,255,685.81 5,276,0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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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15,534.10 12,7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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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534.10 12,715.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15,534.10 -12,715.3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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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3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237,500.00 205.1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7,500.00 1,300,205.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237,500.00 -1,300,205.1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508,719.91 3,963,116.8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8,297,381.15 11,734,165.6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88,661.24 15,697,2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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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