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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041                          证券简称：*ST 深本实 B                          公告编号：2009-20 

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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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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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www.cn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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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徐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长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玲铃声明：保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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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ST 本实 B 

股票代码 200041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敏先生（代行）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临园大厦 C4-504  

电话 0755-26068614  

传真 0755-26400624  

电子信箱 benlukesi@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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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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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3,256.24 10,645,772.99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0,462,641.14 -389,583,260.77 -0.23%

股本 60,500,000.00 60,5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6.45 -6.44 -0.15%

 报告期（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274,305.00 307,308.00 -10.74%

营业利润 -879,380.37 -1,046,931.9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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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879,380.37 -1,046,931.90 1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9,380.37 -1,046,931.90 1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879,380.37 -1,046,931.90 1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 -0.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 -0.017 -11.76%

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62.18 -7,467.65 252.1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 0.00 0.00%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2.2.3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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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3,865

          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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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如来木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25% 14,668,557 14,668,557 0

香港佳利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55% 14,247,290 14,247,290 0

海南金箭国投置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00% 8,473,001 8,473,001 0

蛇口汉盛电子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8% 4,889,520 4,889,520 4,889,520

孙立峰 境内自然人 1.81% 1,093,701 0 0

香港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2% 1,039,632 1,039,632 0

王勇 境内自然人 0.53% 320,000 0 0

汪燕 境内自然人 0.50% 300,000 0 0

ABN AMRO BRANK NV 境外法人 0.41% 246,700 0 0

KOTO TRANSPORT LTD 境外法人 0.33% 200,000 0 0

张汉兴 境内自然人 0.33% 196,900 0 0

          前 10 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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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峰 1,093,701 境内上市外资股 

王勇 32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汪燕 3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ABN AMRO BRANK NV 246,7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KOTO TRANSPORT LTD 2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张汉兴 196,9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王竣彬 188,902 境内上市外资股 

GUI RAN YAO 15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陈素娟 146,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陈威 121,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根据公司目前已获知的情况，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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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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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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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无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00 万元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大陆地区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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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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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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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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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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对会计事务所上年度“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香港《大

公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08 年度报告摘要及正文； 
二、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处理工作仍在进行之中，目前尚无按规定应予以公告的情形。 
三、2009 年 5 月 11 日，公司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再次签订了《债务重组合同》，本次债务重组金额以原

重组金额 324 万元为基数（即担保债务本金的 10%），自 2008 年 9 月 21 日起计收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直至贷款偿还之日，且保

证重组金额不低于 350 万元，于 2010 年 6 月 20 日前一次性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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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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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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签署

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完

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保（是或

否） 

威誉（香港）有限

公司 1996 年 06 月 04 日 3,145.00 连带责任担保 2 否 否 

港裕实业有限公司 1997 年 03 月 04 日 15,328.00 连带责任担保 2 否 否 

武汉市超龙物资发

展有限公司 2003 年 11 月 20 日 1,065.00 连带责任担保 2 否 否 

武汉多伦堡啤酒有

限公司 1999 年 12 月 30 日 120.00 连带责任担保 1 否 否 

成都信昌石化有限

公司 2001 年 12 月 06 日 2,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 否 否 

成都信昌石化有限

公司 2001 年 06 月 19 日 1,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1 否 否 

成都信昌石化有限

公司 2002 年 05 月 30 日 240.00 连带责任担保 6 个月 否 否 

武汉融利达工贸发

展有限公司 2002 年 08 月 20 日 196.00 连带责任担保 6 个月 否 否 

北京联合汇通投资

有限公司 2003 年 11 月 11 日 558.00 连带责任担保 8 个月 否 否 

深圳泰丰电子有限

公司 2003 年 11 月 28 日 950.00 连带责任担保 1 否 否 

深圳厚元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2004 年 04 月 27 日 4,266.00 连带责任担保 3 否 否 

成都信昌石化有限

公司 2004 年 02 月 27 日 1,270.00 连带责任担保 1 否 否 

武汉先锋信用社 2002 年 01 月 01 日 300.00 连带责任担保 1 否 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0.0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 31,380.00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0.00

公司担保总额（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31,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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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80.37%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的金额（C） 
0.0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

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D） 
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E） 0.0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0.00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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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6.5.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6.5.3 2009 半年度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文）和《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判断

的原则，经过认真核查，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其他关联方欠款系历年积欠,我们也将督促董事会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展开清欠工作，务必使资金占用

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 
二、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况。公司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已经形成的对外担保，均为历史遗留

问题，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违规行为所造成的。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有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控

股股东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我们将严格履行独立董事各项职责，督促董事会严格按照证监发[2003]56、[2005]120 号文

规范对外担保行为，切实履行整改措施，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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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公司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承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6.6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09 年 04 月 03
日 

南山区中兴工业城 13栋
5 楼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票何时复牌及债务重组进

展 

2009 年 05 月 18
日 

南山区中兴工业城 13栋
5 楼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票何时复牌及债务重组进

展 

2009 年 06 月 26
日 

南山区中兴工业城 13栋
5 楼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票何时复牌及债务重组进

展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财务报表 

7.2.1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426.29 21,426.29 10,064.11 10,064.1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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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71.77 48,171.77 47,900.00 47,90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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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69,598.06 69,598.06 57,964.11 57,9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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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3,658.18 10,183,658.18 10,587,808.88 10,587,8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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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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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3,658.18 10,183,658.18 10,587,808.88 10,587,808.88

资产总计 10,253,256.24 10,253,256.24 10,645,772.99 10,645,772.9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990,000.00 6,990,000.00 6,990,000.00 6,9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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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82.84 136,282.84 136,282.84 136,2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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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交税费 1,648,214.98 1,648,214.98 1,648,214.98 1,648,214.98

  应付利息 3,793,046.70 3,793,046.70 3,588,611.70 3,588,611.7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4,340,201.04 74,340,201.04 74,057,772.42 74,057,7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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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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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86,907,745.56 86,907,745.56 86,420,881.94 86,420,8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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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08,151.82 313,808,151.82 313,808,151.82 313,808,151.8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13,808,151.82 313,808,151.82 313,808,151.82 313,808,151.82

负债合计 400,715,897.38 400,715,897.38 400,229,033.76 400,229,033.7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0,500,000.00 60,500,000.00 60,500,000.00 60,500,000.00

  资本公积 34,791,680.54 34,791,680.54 34,791,680.54 34,791,680.54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1,716,564.50 31,716,564.50 31,716,564.50 31,716,564.5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17,470,886.18 -517,470,886.18 -516,591,505.81 -516,591,505.8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90,462,641.14 -390,462,641.14 -389,583,260.77 -389,583,260.77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0,462,641.14 -390,462,641.14 -389,583,260.77 -389,583,260.7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253,256.24 10,253,256.24 10,645,772.99 10,645,772.99

7.2.2 利润表 

编制单位：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6 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总收入 274,305.00 274,305.00 307,308.00 307,308.00

其中：营业收入 274,305.00 274,305.00 307,308.00 307,308.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153,685.37 1,153,685.37 1,354,239.90 1,354,239.90

其中：营业成本 0.00 0.0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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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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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4.80 5,464.80 11,935.70 11,935.70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941,545.27 941,545.27 1,137,917.04 1,137,917.04

      财务费用 206,675.30 206,675.30 204,387.16 204,3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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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380.37 -879,380.37 -1,046,931.90 -1,046,931.90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79,380.37 -879,380.37 -1,046,931.90 -1,046,931.90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879,380.37 -879,380.37 -1,046,931.90 -1,046,931.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879,380.37 -879,380.37 -1,046,931.90 -1,046,931.90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5 -0.015 -0.017 -0.017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5 -0.015 -0.017 -0.017

7.2.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6 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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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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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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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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05.00 274,305.00 270,908.00 270,908.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4,305.00 274,305.00 270,908.00 270,908.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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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12.31 74,012.31 153,423.85 153,423.85

    支付的各项税费 5,291.18 5,291.18 17,551.28 17,551.2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83,639.33 183,639.33 107,400.52 107,400.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2,942.82 262,942.82 278,375.65 278,37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362.18 11,362.18 -7,467.65 -7,4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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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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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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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2.18 11,362.18 -7,467.65 -7,467.6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0,064.11 10,064.11 61,725.75 61,725.7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426.29 21,426.29 54,258.10 54,2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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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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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储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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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收资

本（或

股本）

资本公

积 

减：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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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00,

000.00 

34,791,

680.54 

31,716,

564.50

-516,59

1,505.8

1

-389,58

3,260.7

7 

60,500,

000.00

34,791,

680.54

31,716,

564.50

-451,26

1,275.3

7

 

-324,25

3,030.3

3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60,500,

000.00 

34,791,

680.54 

31,716,

564.50

-516,59

1,505.8

1

-389,58

3,260.7

7 

60,500,

000.00

34,791,

680.54

31,716,

564.50

-451,26

1,275.3

7

 

-324,25

3,030.3

3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

少以“-”号填列） 
      

-879,38

0.37

-879,38

0.37 

-1,046,

931.90
 

-1,046,

931.90 

  （一）净利润       
-879,38

0.37

-879,38

0.37 

-1,046,

931.90
 

-1,046,

931.90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利得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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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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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38

0.37

-879,38

0.37 

-1,046,

931.90
 

-1,046,

9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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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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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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00,

000.00 

34,791,

680.54 

31,716,

564.50

-517,47

0,886.1

8

-390,46

2,641.1

4 

60,500,

000.00

34,791,

680.54

31,716,

564.50

-452,30

8,207.2

7

 

-325,29

9,962.2

3 

7.2.5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

润 

所有者权

益合计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

润 

所有者权

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60,500,000

.00 

34,791,680

.54

31,716,564

.50

-516,591,5

05.81

-389,583,26

0.77 

60,500,000

.00

34,791,680

.54

31,716,564

.50

-451,261,2

75.37 

-324,253,03

0.33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60,500,000

.00 

34,791,680

.54

31,716,564

.50

-516,591,5

05.81

-389,583,26

0.77 

60,500,000

.00

34,791,680

.54

31,716,564

.50

-451,261,2

75.37 

-324,253,03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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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

少以“-”号填列） 
     

-879,380.3

7
-879,380.37 

-1,046,931.

90 

-1,046,931.

90 

  （一）净利润      
-879,380.3

7
-879,380.37 

-1,046,931.

90 

-1,046,93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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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380.3

7
-879,380.37 

-1,046,931.

90 

-1,046,93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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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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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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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00,000

.00 

34,791,680

.54

31,716,564

.50

-517,470,8

86.18

-390,462,64

1.14 

60,500,000

.00

34,791,680

.54

31,716,564

.50

-452,308,2

07.27 

-325,299,96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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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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