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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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http://www.sse.com.cn。投资者

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1.4 公司负责人王劲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珂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s 红河 

股票代码 600239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渝平  

联系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 216 号丰园大厦 10 楼  

电话 0871-8027073  

传真 0871-8027074  

电子信箱 shiyu_1972@hotmail.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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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65,840.19 351,410,660.72 -10.9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304,312,911.38 311,736,371.31 -2.38

每股净资产(元) 1.716 1.758 -2.56

 报告期（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利润 -10,264,784.76 -5,222,727.30 -96.54

利润总额 -10,264,284.76 -5,318,457.20 -92.99

净利润 -7,423,459.93 -5,248,428.63 -41.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93,941.21 -5,159,191.57 -58.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19 -0.0296 -41.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419 -0.0296 -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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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收益率(%) -2.4394 -1.748 减少 39.53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6,031.75 13,587,457.92 -139.6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0.03 0.08 -137.50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500.00

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769,981.28

合计 770,481.28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2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12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非流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北京新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28.70 51,020,248 51,020,248 未知 

上海百瑞佳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3.80 24,624,000 24,624,000 未知 

郑海若 其他 4.91 8,720,000  未知 

北京美华恒润科贸有限公司 其他 4.45 7,908,000  未知 

北京瑞祥兴达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 4.27 7,587,000  未知 

云南省小龙潭矿务局 国有法人 3.28 5,832,000  未知 

北京赢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其他 1.12 2,005,869  未知 

齐喜福 其他 0.72 1,271,177  未知 

郭瑞 其他 0.70 1,255,100  未知 

开远恒虹经贸有限公司 其他 0.60 1,072,440 1,072,440 未知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郑海若 8,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美华恒润科贸有限公司 7,9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瑞祥兴达贸易有限公司 7,5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赢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05,869 人民币普通股 

齐喜福 1,271,177 人民币普通股 

郭瑞 1,255,1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市帆华投资有限公司 7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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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焕珍 714,6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东娟 696,030 人民币普通股 

唐春山 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的说明 
未知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 √不适用  

 

§5 董事会报告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或分产

品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分产品  

由于公司正在进行股改及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报告期内暂无主营业务。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由于公司正在进行股改及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报告期内暂无主营业务。 

5.3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4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5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 √不适用 

 

5.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6.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承诺项目 拟投入金额 
是否变更

项目 
实际投入金额

产生收

益情况 

是否符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合

预计收益

云南省 100 万亩 4,875 否 8,947.05  否 否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印楝种植基地一

期工程（15 万

亩）建设项目 

年产 60 吨印楝素

干粉建设项目 
4,800 否 1,990  否 否 

云南印楝产业科

技开发研究院建

设项目 

4,905 否 5,000  否 否 

合计 14,580 -- 15,937.0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和预计收益的

说明（分具体项目） 

因印楝项目属于农林产业，投资周期长，受自然及市场影响大，

加之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该项目在报告期内未产生收益 

变更原因及变更程序说明（分

具体项目）  
未变更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已使用 

 

5.6.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7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 √不适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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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9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10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2 出售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

状况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公布了资产重组报告书，并已报请中国证监会审核，但截至目前尚未得到

核准，该事项对报告期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6.2 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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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6.3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山东泰和世纪投资有限公司、济南红河饮料制剂经营部起诉本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经广东省佛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佛中法民三初字第 98 号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我公司在此

判决发生效力后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和宣传侵犯原告济南红河饮料制剂经营部“红河”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红河红啤酒”，在此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就其侵犯原告山东泰和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和

济南红河饮料制剂经营部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书面赔礼道歉；在此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山东泰和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和济南红河饮料制剂经营部支付损害赔偿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本公司

已按照法律程序提起了上诉，目前二审尚未结束。 

公司诉中国工商银行开远市支行划款案已经调解结案，中国工商银行开远市支行已经按照调解书

的规定归还了相关款项。 

 

6.5 其它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6.5.1 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5.2 公司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审计报告  √标准审计报告  □非标准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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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中和正信审字(2007)第 5—142 号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

并资产负债表，2007 年 1－6 月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

括：(1)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

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3)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

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

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

时，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

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了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07 年 1－6 月的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 

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鲍 琼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著琴 

中国.北京 

2007 年 8 月 27 日 

7.2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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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200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1 859,802.39 111,349,616.1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2 1,602,432.19 5,513,755.76

预付款项 6-3 194,423,060.00 90,457,6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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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77,109,172.30 96,606,419.5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5 4,785,309.20 13,371,880.4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78,779,776.08 317,299,3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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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23,630,854.62 25,458,383.64

在建工程 6-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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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4,319,769.67 4,369,107.3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9  923,000.47

递延所得税资产  6,035,439.82 3,360,797.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10 33,986,064.11 34,111,288.92

资产总计  312,765,840.19 351,410,6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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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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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204,665.50 18,330,732.08

预收款项 6-12 131,000.00 10,00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6-13 83,344.41 1,038,036.18

应交税费 6-14 27,458.65 925,696.5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15 6,221,290.49 17,418,4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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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7,759.05 37,722,9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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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16 177,338,160.00 177,338,160.00

资本公积 6-17 129,680,975.53 129,680,975.53

减：库存股  - -

盈余公积 6-18 28,593,620.68 28,593,620.6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19 -31,299,844.83 -23,876,384.9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04,312,911.38 311,736,371.31

少数股东权益  1,785,169.76 1,951,352.1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6,098,081.14 313,687,723.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12,765,840.19 351,410,660.72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珂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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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0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84.08 110,391,684.90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应收票据  -  

应收账款 7-1 - 3,831,543.77

预付款项 7-2 193,930,000.00 89,981,039.96

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7-3 27,930,470.00 42,474,383.39

存货   7,720,940.9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21,862,854.08 254,399,5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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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62,365,487.37 70,875,560.17

投资性房地产  -  

固定资产 7-5 17,359,817.98 18,653,2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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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1,337,961.57 1,355,801.0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7-7  923,000.47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1,063,266.92 91,807,620.93

资产总计  302,926,121.00 346,207,213.8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8  17,870,946.58

预收款项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应付职工薪酬   903,371.45

应交税费   879,055.1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9 13,893,478.27 25,972,924.8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3,893,478.27 45,626,2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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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93,478.27 45,626,297.9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77,338,160.00 177,338,160.00

资本公积  129,680,975.53 129,680,975.53

减：库存股  - -

盈余公积  28,213,176.25 28,213,176.25

未分配利润  -46,199,669.05 -34,651,395.8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89,032,642.73 300,580,915.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302,926,121.00 346,207,213.89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珂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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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2007 年 1-6 月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6-20 10,489,931.15 25,475,054.86

其中：营业收入  10,489,931.15 25,475,054.8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20 20,754,715.91 30,697,782.16

其中：营业成本  11,238,036.82 18,153,5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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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173,552.29 2,918,106.41

销售费用  234,764.40 4,250,376.56

管理费用  1,705,962.11 3,842,869.76

财务费用 6-22 -3,990.03 -14,864.63

资产减值损失 6-23 7,406,390.32 1,547,7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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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4,784.76 -5,222,727.30

加：营业外收入 6-24 500.00 18,078.10

减：营业外支出 6-25  113,808.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264,284.76 -5,318,457.20

减：所得税费用 6-26 -2,674,642.4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589,642.35 -5,318,457.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23,459.93 -5,248,428.63

少数股东损益  -166,182.42 -70,028.57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6-27 -0.0419 -0.0296

（二）稀释每股收益 6-28 -0.0419 -0.0296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珂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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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2007 年 1-6 月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7-10 10,201,044.86 24,777,543.40

减：营业成本 7-10 10,224,792.57 17,095,969.40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3,552.29 2,908,168.69

销售费用  92,621.82 4,135,929.05

管理费用  648,706.04 2,838,699.60

财务费用  -2,768.63 -5,794.59

资产减值损失  10,612,413.94 1,452,0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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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4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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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8,273.17 -5,077,903.88

加：营业外收入   8,138.56

减：营业外支出   127.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548,273.17 -5,069,892.32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548,273.17 -5,069,892.32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珂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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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2007 年 1-6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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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480.83 26,013,8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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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9
9,527,709.94 21,212,575.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862,190.77 47,226,409.7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16,351.85 14,832,7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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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891.30 2,033,660.8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86,875.19 5,659,063.4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

30
11,321,104.18 11,113,510.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248,222.52 33,638,951.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6,031.75 13,587,4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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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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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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03,782.00 15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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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03,782.00 154,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103,782.00 -15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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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9,813.75 13,433,457.9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1,349,616.14 8,061,684.0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59,802.39 21,495,141.93

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7,589,642.35 -5,318,457.20

加：资产减值准备  7,406,390.32 1,547,707.61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

旧 
 1,836,468.72 5,339,164.79

无形资产摊销  49,337.70 49,337.7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0,000.01 40,000.0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674,642.41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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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1,388,015.62 901,230.4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4,465,622.15 4,313,022.2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30,287,581.51 6,715,452.35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6,031.75 13,587,457.92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859,802.39 21,495,141.93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11,349,616.14 8,061,684.01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0,489,813.75 13,433,457.92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珂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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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07 年 1-6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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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9.32 25,269,770.2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624,949.50 18,785,772.7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632,988.82 44,055,543.0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88,951.85 15,057,926.7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23,010.2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39,663.01 5,638,830.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393,674.78 8,754,520.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022,289.64 31,074,287.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9,300.82 12,981,2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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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000.00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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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000.00 4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000,000.00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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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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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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89,300.82 12,941,255.8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0,391,684.90 5,912,086.3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84.08 18,853,342.15

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1,548,273.17 -5,069,892.32

加：资产减值准备  10,612,413.94 1,452,063.19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

折旧 
 1,293,441.24 1,133,095.32

无形资产摊销  17,839.50 17,839.5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0,000.01 40,000.0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430,411.94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0,522,385.32 2,191,346.2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4,522,711.60 4,934,131.2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30,829,819.26 6,852,260.68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9,300.82 12,981,255.82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2,384.08 18,853,342.15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10,391,684.90 5,912,086.33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0,389,300.82 12,941,255.82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珂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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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

年年末

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 28,593,620.68  23,876,384.90 - 1,951,352.18 313,687,723.49

加：会

计政策

变更 

       -

前期差

错更正 
       -

二、本

年年初

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 28,593,620.68  -23,876,384.90 - 1,951,352.18 313,687,723.49

三、本

年增减

变动金

额（减

少以

“－”

号填

列） 

- - - -  -7,423,459.93 - -166,182.42 -7,589,642.35 

（一）

净利润 
    -7,423,459.93  -66,182.42 -7,589,642.35 

（二）

直接计

入所有

者权益

的利得

和损失 

- - - - - -   -

1．可

供出售

金融资

产公允

价值变

动净额 

       -

2．权

益法下

被投资

单位其

他所有

者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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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

影响 

3．与

计入所

有者权

益项目

相关的

所得税

影响 

       -

4．其

他 
       -

上述

（一）

和

（二）

小计 

- - - -  -7,423,459.93 - -66,182.42 -7,589,642.35 

（三）

所有者

投入和

减少资

本 

- - - - - - - - -

1．所

有者投

入资本 

       -

2．股

份支付

计入所

有者权

益的金

额 

       -

3．其

他 
       -

（四）

利润分

配 

- - - - - - - - -

1．提

取盈余

公积 

       -

2．提

取一般

风险准

备 

       -

3．对

所有者

（或股

东）的

分配 

       -

4．其

他 
- - - - - - - - -

（五）

所有者

权益内

部结转 

       -

1．资

本公积

转增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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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或

股本） 

2．盈

余公积

转增资

本（或

股本） 

       -

3．盈

余公积

弥补亏

损 

       -

4．其

他 
  -    -   

四、本

期期末

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 28,593,620.68  -31,299,844.83  1,785,169.76 306,098,081.1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

年末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28,593,620.68  -28,596,678.03 - 3,059,556.36 310,075,634.54

加：会计

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

更正 
        -

二、本年

年初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28,593,620.68  -28,596,678.03 - 3,059,556.36 310,075,634.54 

三、本年

增减变动

金额（减

少以

“－”号

填列） 

- -    -5,248,428.63 - -70,028.57 -5,318,457.20 

（一）净

利润 
     -5,248,428.63  -70,028.57 -5,318,457.20 

（二）直

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

的利得和

损失 

- -    -   -

1．可供出

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

值变动净

额 

        -

2．权益法

下被投资

单位其他

所有者权

益变动的

影响 

        -

3．与计入

所有者权

益项目相

关的所得

税影响 

        -

4．其他         -

上述 - -    -5,248,428.63 - -70,028.57 -5,318,4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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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

（二）小

计 

（三）所

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

本 

- -        

1．所有者

投入资本 
         

2．股份支

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

的金额 

         

3．其他          

（四）利

润分配 
- -        

1．提取盈

余公积 
         

2．提取一

般风险准

备 

         

3．对所有

者（或股

东）的分

配 

         

4．其他 - -        

（五）所

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1．资本公

积转增资

本（或股

本） 

         

2．盈余公

积转增资

本（或股

本） 

         

3．盈余公

积弥补亏

损 

         

4．其他          

四、本期

期末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28,593,620.68  -,845,106.66 - 2,989,527.79 304,757,177.34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珂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珂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 28,213,176.25 -34,651,395.88 300,580,915.90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二、本年年初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 28,213,176.25 -34,651,395.88 300,580,915.90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

额（减少以“－”号
- - - - -11,548,273.17 -11,548,2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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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列） 

（一）净利润     -11,548,273.17 -11,548,273.17

（二）直接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 - - - - -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

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

动的影响 

     -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

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

响 

     -

4．其他      -

上述（一）和（二）

小计 
- - - - -11,548,273.17 -11,548,273.17

（三）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 - - - - -

1．所有者投入资本      -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

3．其他      -

（四）利润分配 - - - - - -

1．提取盈余公积      -

2．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

3．其他      -

（五）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4．其他      -

四、本期期末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 28,213,176.25 -46,199,669.05 289,032,642.73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同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 28,213,176.25 -34,878,974.84 300,353,336.94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二、本年年初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 28,213,176.25 -34,878,974.84 300,353,336.94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

额（减少以“－”号

填列） 

- - - - -5,069,892.32 -5,069,892.32

（一）净利润     -5,069,892.32 -5,069,892.32

（二）直接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 - - - - -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

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

动的影响 

     -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

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

响 

     -

4．其他      -

上述（一）和（二）

小计 
- - - - -5,069,892.32 -5,069,892.32

（三）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 - - - - -

1．所有者投入资本      -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

3．其他      -

（四）利润分配 - - - - - -

1．提取盈余公积      -

2．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

3．其他      -

（五）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4．其他      -

四、本期期末余额 177,338,160.00 129,680,975.53 - 28,213,176.25 -39,948,867.16 295,283,444.62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珂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珂 

 

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因及影响数。 

1、按照财政部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执行原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改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五至十九条的规定，公司对 2006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有关项目进行了追溯调整. 

7.3.2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董事长：王劲松 

 

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