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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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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卢庸 工作原因 陈玉清 

1.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5 公司负责人郑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健声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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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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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712,281.56 261,921,852.40 -4.2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1,083,833,248.54 -1,067,543,982.33 -1.53%

每股净资产 -6.21 -7.87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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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9,244.58 165.3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4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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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0,266.21 -15,900,266.21 13.02%

基本每股收益 -0.09 -0.09 34.36%

稀释每股收益 -0.09 -0.09 34.36%

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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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外收入 21,051.50

营业外支出 -11,473.39

合计 9,5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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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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 15,91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尉世鹏 2,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高淑清 2,044,582 人民币普通股 

孙蒙 1,915,389 人民币普通股 

顾鹤富 1,445,217 人民币普通股 

杨雪芬 678,600 人民币普通股 

何建华 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时亚斌 6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祥义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施海琴 4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杰明 3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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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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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限末的累计净利润亏损为 3305 万元左右。本报告期因公司增加了新的业务范围（酒类销售），故公

司增加了有关酒类的专业管理及销售人员，所以营业总收入比上一年同期有所增加，但随之营业总成本及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也相应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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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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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2,006.47 131,214.61 10,885,333.24 543,429.6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660,252.00 2,088,340.20 

  应收账款 64,714,976.00 42,464,350.05 71,542,509.88 47,237,905.78

  预付款项 33,921,878.00 15,330,000.00 29,725,132.00 15,3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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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94,441.90 77,492,886.62 41,159,309.54 77,852,594.9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4,210,480.18 234,546.23 27,871,509.20 321,959.9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72,114,034.55 135,652,997.51 183,272,134.06 141,285,8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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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47,379.21 60,015,976.72 51,050,334.16 60,018,931.67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8,580,973.60 17,001,183.50 18,631,160.13 17,348,05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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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70.15 27,300.00 

  开发支出     

  商誉 1,258,309.64 1,258,309.64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7,682,614.41 4,268,538.69 7,682,614.41 4,268,5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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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78,598,247.01 81,285,698.91 78,649,718.34 81,635,524.30

资产总计 250,712,281.56 216,938,696.42 261,921,852.40 222,921,414.6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57,018,991.18 657,018,991.18 661,019,060.19 661,019,0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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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61,335.45 85,461,335.45 85,461,335.45 85,461,335.45

  应付账款 93,232,517.07 76,032,857.71 89,718,925.65 75,159,752.26

  预收款项 17,022,219.33 783,796.60 12,657,215.56 764,215.4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8,747,347.73 6,767,739.77 8,326,599.55 6,693,939.86

  应交税费 -2,193,842.19 -2,253,257.39 -1,925,475.71 -2,307,194.86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2,159,578.30 8,254,374.62 13,785,126.86 8,530,0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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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16,633.21 139,516,633.21 126,695,133.21 126,695,133.21

流动负债合计 1,000,964,780.08 971,582,471.15 995,737,920.76 962,016,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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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404,880.41 331,404,880.41 331,404,880.41 331,404,880.4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660,000.00 660,000.00 660,000.00 66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32,064,880.41 332,064,880.41 332,064,880.41 332,064,880.41

负债合计 1,333,029,660.49 1,303,647,351.56 1,327,802,801.17 1,294,081,180.6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74,620,264.00 174,620,264.00 135,620,262.00 135,620,262.00

  资本公积 22,001,848.88 22,001,848.88 61,390,850.88 61,390,850.88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21,571,944.79 21,571,944.79 21,571,944.79 21,571,944.7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302,027,306.21 -1,304,902,712.81 -1,286,127,040.00 -1,289,742,823.64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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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83,833,248.54 -1,086,708,655.14 -1,067,543,982.33 -1,071,159,765.97

少数股东权益 1,515,869.61 1,663,033.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82,317,378.93 -1,086,708,655.14 -1,065,880,948.77 -1,071,159,765.9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50,712,281.56 216,938,696.42 261,921,852.40 222,921,414.64

4.2 利润表 

编制单位：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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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 63,063,671.62 1,160,946.41 40,009,471.13 44,529.92

其中：营业收入 63,063,671.62 1,160,946.41 40,009,471.13 44,529.9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79,097,264.53 16,317,880.63 58,515,880.95 15,283,778.17

其中：营业成本 56,881,135.21 941,699.22 39,466,456.48 5,3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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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45.28 8,788.30 302.80

      销售费用 3,574,313.80 2,597,860.15 24,719.10

      管理费用 5,701,844.52 2,552,895.71 3,296,249.24 2,093,005.36

      财务费用 12,787,625.72 12,823,285.70 13,146,526.78 13,160,4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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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4.95 -2,954.95 -64,039.67 -3,414.6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954.95 -2,954.95 -3,414.68 -3,414.68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6,036,547.86 -15,159,889.17 -18,570,449.49 -15,242,662.93

  加：营业外收入 21,051.50  

  减：营业外支出 11,473.3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6,026,969.75 -15,159,889.17 -18,570,449.49 -15,242,6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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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所得税费用 20,460.41 -23,316.5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6,047,430.16 -15,159,889.17 -18,547,132.92 -15,242,662.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5,900,266.21 -18,279,552.29 

    少数股东损益 -147,163.95 -267,580.63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9 -0.1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9 -0.14 

4.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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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 
88,130,958.42 102,222.00 41,918,566.97 977,2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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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9,079.38 5,402,475.74 9,546,219.62 1,234,117.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1,210,037.80 5,504,697.74 51,464,786.59 2,211,380.1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71,601,094.20 53,773,1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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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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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3,215,822.59 670,079.79 2,340,119.82 417,735.4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54,998.14 64,443.59 388,945.48 108,542.9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7,798,878.29 1,182,320.41 6,035,146.81 1,879,824.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3,970,793.22 1,916,843.79 62,537,381.48 2,406,102.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239,244.58 3,587,853.95 -11,072,594.89 -194,7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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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7.6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847.6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46,350.00 59,006.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675,2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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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350.00 734,249.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2,502.34 -734,2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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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69.01 4,000,069.01 400,000.00 1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7.64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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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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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00,069.01 4,000,069.01 400,007.64 100,007.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00,069.01 -4,000,069.01 -400,007.64 -100,0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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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6,673.23 -412,215.06 -12,206,851.63 -294,730.4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0,885,333.24 543,429.67 15,379,893.40 579,296.6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812,006.47 131,214.61 3,173,041.77 284,566.24

4.4 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