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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银星 600753 ST冰熊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华明 王南 

电话 021-33887070 021-33887070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号城

开中心1号楼32层 

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号城

开中心1号楼32层 

电子信箱 jhmdfyx2015@163.com wndfyx2017@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07,177,125.14 206,208,540.34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4,623,423.63 142,580,445.49 1.4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83,800.68 -14,386,630.30 88.30 

营业收入 54,941,304.84 16,086,216.38 24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42,978.14 -3,557,219.0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33,580.88 -4,135,340.6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2 -2.6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6 -0.02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6 -0.028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5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00 40,960,015 0 质押 40,960,015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52 28,823,378 0 质押 26,850,000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48 10,856,592 0 质押 10,500,000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润泽 2 号私

募基金 

其他 2.36 3,018,000 0 无 0 

晋中东鑫日盛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2 2,585,699 0 无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鑫信托·国鑫 13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6 1,233,585 0 无 0 



施宝健 境内自

然人 

0.84 1,071,500 0 无 0 

姜明 境内自

然人 

0.77 980,957 0 无 0 

蒋一科 境内自

然人 

0.75 960,119 0 质押 733,800 

杜建强 境内自

然人 

0.73 933,87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

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法人股东与自然人股东间或自然人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梁衍锋 

变更日期 2017年 5月 31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具体详情参见公司于 2017年 3月 24日，

2017 年 6 月 1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

登记的公告》（编号为 2017-026）、《关于

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编号为 2017-053）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与公司经营业务相近的中庚集团已正式成为公司的大股

东。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办公地址由深圳市搬迁至上海市，为扩大公司贸易业务,增强公司

盈利能力,公司在上海及宁波保税区分别设立上海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星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在业务方面，董事会及管理层积极整合优质资源，谋求公司转型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借助



大股东资源大力开展贸易业务，公司经营业绩实现了较大改善。截至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94.13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1,608.62 万元增加 241.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4.30

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转型过渡期间，已经基本构建新的团队，未来计划增加更加专业的贸易团队及地产行业

团队，通过扩大贸易品种及上下游客户资源夯实公司贸易业务，彻底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与此

同时逐步重启房地产开发业务，实现双主业驱动发展。公司控股股东中庚集团在地产领域拥有多

年的项目开发及管理经验，积累了丰富的相关资源。因此，公司将进一步借助控股股东在地产领

域的资源及资金优势开展地产业务。目前，公司已经获得中庚集团总额不超过 35 亿元的借款及担

保的支持，用于公司地产及相关的主营业务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已尝试参与了福州市国土资源

局土地出让的公开拍卖，虽然最终因竞拍价格高出公司对其估值而放弃竞拍，但公司已逐步启动

房地产项目开发业务，未来在股东的资金及资源支持下，将合理规避同业竞争并逐步做大做强公

司地产业务。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