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1 

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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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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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 

总资产 10,441,072.89 10,645,772.99 -1.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89,898,378.37 -389,583,260.77 -0.08%

股本 60,500,000.00 60,500,00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6.445 -6.439 -0.0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137,152.50 180,372.00 -23.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5,117.60 -261,050.72 2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8.00 -8,204.39 117.3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0.00 0.00%

基本每股收益 -0.005 -0.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 -0.005 -0.004 -25.00%

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

率 
0.00% 0.00% 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0.0 0.00

合计 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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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65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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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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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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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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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审计意见涉及的相关事项，董事会说明如下： 
一、关于审计范围受限制 
（一）未合并报表的合理性问题：公司持有武汉瑞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德公司”）的 99%股权已由深圳市

南山法院进行司法拍卖、公司持有深圳厚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元公司”) 的 75%股权因涉诉已被汕尾市中级人

民法院查封并拟评估拍卖、公司持有深圳本鲁克斯仿真控制有限公司的 91.11%股权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且该公司在

2007 年度仍处于停业关闭状态，以上事实表明公司对三家子公司均失去实质性控制。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均已作出处置、清算三家子公司之相关决议（分别见公司 2006 年 3 月 29 日及 2006 年 5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

公报》的刊登的相关公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合并财务报表》有关规定，公司未将上述属于拟处置、失去控制、关停状

态三家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符合合并会计报表的有关规定，更真实而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二）未审计对会计报

表的影响：由于公司对长期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其账面价值为零值，且因子公司均不符合并表要求，故未并表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均不构成影响。另外，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公司还可能存在其他担保事项。 
二、关于公司的持续经营 
目前公司债务重组工作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剩余的债务重组工作及下一步的资产重组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通过公司及大

股东的努力，公司有望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摆脱目前没有主营业务的困境，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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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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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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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12
日 

南山区中兴工业城 13栋
5 楼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票何时能够复牌 

2009 年 02 月 17
日 

南山区中兴工业城 13栋
5 楼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票何时能够复牌 

2009 年 03 月 23
日 

南山区中兴工业城 13栋
5 楼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票何时能够复牌 

3.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 附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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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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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2.11 11,4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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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87.25 43,8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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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39.36 55,3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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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5,733.53 10,385,7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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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5,733.53 10,385,733.53 10,587,808.88 10,587,808.88

资产总计 10,441,072.89 10,441,0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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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829.20 3,690,829.20 3,588,611.70 3,588,611.7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4,065,972.42 74,065,9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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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86,531,299.44 86,531,2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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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339,451.26 400,339,451.26 400,229,033.76 400,229,0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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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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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906,623.41 -516,906,6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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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898,378.37 -389,898,378.37 -389,583,260.77 -389,583,260.77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9,898,378.37 -389,898,378.37 -389,583,260.77 -389,583,260.7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441,072.89 10,441,072.89 10,645,772.99 10,645,772.99

4.2 利润表 

编制单位：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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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152.50 137,152.50 180,372.00 180,372.00

其中：营业收入 137,152.50 137,152.50 180,372.00 180,372.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52,270.10 452,270.10 441,422.72 441,422.72

其中：营业成本 2,732.40 2,732.40 7,826.30 7,8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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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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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345,769.92 345,769.92 331,378.92 331,378.92

      财务费用 103,767.78 103,767.78 102,217.50 102,2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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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117.60 -315,117.60 -261,050.72 -261,0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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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117.60 -315,117.60 -261,050.72 -261,050.72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315,117.60 -315,117.60 -261,050.72 -261,050.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15,117.60 -315,117.60 -261,050.72 -261,050.72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0.01 -0.004 -0.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 -0.01 -0.004 -0.00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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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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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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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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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152.50 137,152.50 180,372.00 180,372.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7,152.50 137,152.50 180,372.00 180,3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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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75.35 74,475.35 75,808.59 75,808.59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68.12 5,168.12 10,627.42 10,627.4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6,121.03 56,121.03 102,140.38 102,140.3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5,764.50 135,764.50 188,576.39 188,57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88.00 1,388.00 -8,204.39 -8,2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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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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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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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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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8.00 1,388.00 -8,204.39 -8,204.3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0,064.11 10,064.10 61,725.75 61,725.7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452.11 11,452.10 53,521.36 53,521.36

4.4 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