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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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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孙文博先生、吴敏一先生未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蒋贤云董事长代为行使表决
权；董事林庆灯先生未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张云琦副董事长代为行使表决权。
1.3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蒋贤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建华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张广立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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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上市证券交易所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S*ST 秋林
600891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衣国强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319 号
0451-53644632 0451-85938188
0451-53649282
yiguoqiang88＠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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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每股净资产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805,725,804.59
149,155,459.40
0.61

812,975,307.56
165,230,635.63
0.68

报告期（1－6 月）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稀释每股收益(元)
净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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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4,023.26
-14,942,892.59
-15,029,296.49
-18,160,427.16
-0.06
-0.06
-10.08
4,683,223.45
0.02

上年同期
-13,725,815.83
-13,894,417.45
-13,903,679.47
-13,735,077.85
-0.06
-0.06
-8.41
12,431,683.12
0.05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0.89
-9.73
-10.2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31.68
-7.55
-8.10
-32.22
减少 1.67 个百分点
-62.33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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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债务重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合
计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金额
3,107,675.17
23,455.50
3,131,1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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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黑龙江奔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银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哈尔滨秋林食品厂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天成物业有限公司
上海彭家灯火酒家
深圳港京裘革厂有限公司
哈尔滨医药集团公司
天润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
性质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股东名称
张 琦
李玉明
柯万姬
罗 莎
刘祯科
汪海燕
文贵华
李桂玲
陆继军
朱小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
说明

21,025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非流通
持股比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持股总数
股数量
例(%)
24.5987
59,913,695
59,913,695
冻结 59,913,695
3.8388
9,350,000
9,350,000
未知
3.7567
9,150,000
9,150,000
未知
1.6317
3,974,200
3,974,200
未知
1.5355
3,740,000
3,740,000
未知
1.5355
3,740,000
3,740,000
未知
1.2017
2,927,000
2,927,000
未知
1.1516
2,805,000
2,805,000
未知
0.7678
1,870,000
1,870,000
未知
0.5758
1,402,500
1,402,500
未知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93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2,745
人民币普通股
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3,67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6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1,8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前十
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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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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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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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年初持股数

李洪洋

副总裁

17,017

本期增持股
份数量
-

本期减持股
份数量
4,255

期末持股数

变动原因

12,762

二级市场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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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
(%)

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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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零售业

63,709,279.03

50,406,317.12

20.88

9.05

6.19

增加 2.13 个百分点

租赁收入

15,886,203.72

-

100

-16.59

-

-

广告收入

610,000.00

-

100

577.78

-

-

分产品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地区
哈尔滨地区

营业收入
80,205,482.75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3.41

5.3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以上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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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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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7.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 √不适用
5.7.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8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 √不适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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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
业绩预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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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
□同向大幅上升
□同向大幅下降
□扭亏
由于公司主营业务能力尚在恢复之中，公司 2007 年第三季度净利润仍将为负值，预计
1－9 月份净利润额在-2,700 万元左右，具体亏损数额将在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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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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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06 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被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
的非标准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进展情况包含在本报告“重要事项”的“发生的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报告期内进展情况”之中，该部分内容对所涉事项的处理、进展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董事会将尽力降低该事项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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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或置入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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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

发生日期

哈尔滨秋林糖果厂
哈尔滨秋林糖果厂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哈尔滨秋林国际商城
黑龙江北方华旭金卡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北方华旭金卡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股份
有限公司
哈尔滨商业贸易发展公司
哈尔滨商业贸易发展公司
哈尔滨商业贸易发展公司

2003-10-10
2003-04-08
1999-08-26
1999-09-28
2000-06-29
2000-06-30
2000-07-31
2000-07-28
2000-07-27
2001-03-30
2001-03-28
2001-03-30
2001-03-29
2001-03-29
2000-06-28

担保
金额
100
100
285
300
100
100
125
110
65
200
200
200
200
200
100

2002-09-15

第 4 页 共 22 页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2003-10-10～2006-09-15
2003-04-08～2006-04-06
1999-08-26～2003-07-06
1999-09-28～2002-09-11
2000-06-29～2003-05-11
2000-06-30～2003-06-11
2000-07-31～2003-07-19
2000-07-28～2003-07-19
2000-07-27～2003-07-19
2001-03-30～2004-03-14
2001-03-28～2004-03-11
2001-03-30～2004-03-16
2001-03-29～2004-03-16
2001-03-29～2004-03-11
2000-06-28～2003-04-11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700

保证

2002-09-15～2006-02-23

否

是

2001-12-10

400

保证

2001-12-10～2004-12-18

否

是

1997-11-14

2,500

信用担保

1997-11-14～2004-12-30

否

否

1998-03-10
1998-11-30
1998-05-22

68.01
345
270

保证
保证
保证

1998-03-10～1999-06-19
1998-11-30～1999-10-26
1998-05-22～1999-05-16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担保类型

担保期限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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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商业贸易发展公司
哈尔滨商业贸易发展公司
哈尔滨商业贸易发展公司
哈尔滨商业贸易发展公司
哈尔滨商业贸易发展公司
哈尔滨商贸家电总汇
哈尔滨商贸家电总汇
哈尔滨向阳专业商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1998-09-30
1998-11-30
1998-07-06
1998-06-29
1998-09-30
1998-08-25
1999-02-12
1999-12-01

220
200
50
40
27
100
150
229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信用担保

1998-09-30～1999-08-06
1998-11-30～1999-10-26
1998-07-06～1999-07-05
1998-06-29～1999-06-28
1998-09-30～1999-08-16
1998-08-25～1999-08-24
1999-02-12～2000-02-11
1999-12-01～2005-12-31
0
7,684.01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0
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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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7,684.01
51.52
0
7,484.01
226.24
7,6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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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6 年年报披露、持续到报告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原告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2 月 25 日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深圳
市铂得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融资借款 8,000,000.00 元，并支付尚欠利息
111,600.00 元。
2001 年 6 月 11 日，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深罗法经二初字第 336、
337、338 号”判决，被告深圳市铂得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借款人民币 748.55 万元(利息预先在本金扣除的 51.45 万元不予确认)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自借款之日起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已支付的利息人民币 346.96 万元从中扣除。
原告预交的本案受理费共计 70,590.00 元，其中被告承担 65,570.00 元，原告承担 5,020.00
元。
原告于 2001 年 11 月 21 日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递交《延期执行申请书》称：贵院执行
厅已受理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铂得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的执行申请，现由于对方当
事人涉嫌走私被海关审查，故申请暂缓执行。对此，2001 年 12 月 20 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书”（2001）深罗法执行字第 3883 号、3884 号、3885 号裁定如下：中止执行
（2001）深罗法经二初字第 336 号、337 号、338 号民事判决书。待中止执行情形消失后，可向
本院申请执行。
报告期内此案件无新的进展，仍处于 2006 年年报披露状况。
2、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报告期内进展执行情况
1)2007 年 1 月 19 日，本公司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黑高商
外初字第 1 号），对本公司与高士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Crosstown China Investments,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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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事项一案（本公司相关公告详见临 2006-006 号、临 2006-007 号）判决如下：
①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高士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人民币 19,300 万元；
②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高士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利
息（2003 年 12 月 31 日前的借款利息 9,204,567.65 元，20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
之日止的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分段计算）。
③驳回高士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021,032.83 元，财产保全费 1,011,022.84 元，合计 2,032,055.67 元由哈尔滨
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对于上述判决，本公司已向省高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至报告期末，该诉讼事项未做出判决。
2)2007 年 4 月 5 日，本公司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7 年 3 月 5 日下达的《民事判决
书（【2006】黑高商初字第 51 号）》、2007 年 3 月 6 日下达的《民事判决书（【2006】黑高商
初字第 52 号）》,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直支行（以下简称“大直支行”）诉本公司
（以下称“秋林公司”）及哈尔滨秋林糖果厂（以下简称“秋林糖果厂”）一案及诉哈尔滨秋林
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称“秋林大厦”）及本公司一案（本公司相关公告详见临 2006-019 号），
分别作出如下判决:
①《民事判决书（【2006】黑高商初字第 51 号）》对大直支行诉秋林公司及秋林糖果厂一
案，判决如下：
a.被告秋林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大直支行借款本金 15,649 万元及利息
（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
b.被告秋林公司如不能清偿十五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对其不能清偿部分，应以其
座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320 号的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清偿。
c.如被告秋林公司不能清偿 2000 年（大直）字第 0251 号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对其不能清偿
部分，应以秋林糖果厂座落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新街 262 号、268 号的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清偿。
d.驳回原告大直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②《民事判决书（【2006】黑高商初字第 52 号）》对大直支行诉秋林大厦及秋林公司一
案，判决如下：
a.被告秋林大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大直支行本金 9,000 万元及利息（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
b.如被告秋林大厦不能清偿九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对其不能清偿部分，应以秋林
公司座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320 号的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清偿。
c.驳回原告大直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对于上述判决，本公司已向省高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报告期末，该诉讼事项未做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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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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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代码

简称

持股数量(股)

占该公司股权比例(%)

初始投资成本（元）

会计核算科目

1

000805

S*ST 炎黄

100,000

0.17

1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

--

--

--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合

计

-1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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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接到《通知》，根据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温执字第 96、170 号《协
助执行通知书》，自 2007 年 5 月 18 日解除对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黑龙江奔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991 万股的司法冻结（临时公告 2007-020 号）。
2）根据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温执字第 96、170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本
公司第一大股东黑龙江奔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马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 5,991 万
股已于 5 月 18 日解除冻结（本公司相关公告见"临 2006-010、临 2007-020 号"）。经询问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得知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对奔马
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 5,991 万股予以轮候冻结（本公司相关公告见"临 2006-017 号"）的要求已
经自动生效，奔马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 5,991.3695 万股目前已被司法冻结（临时公告 2007-021
号）。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7.2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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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2007 年 0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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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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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合计

1,421,127.82

3,408,638.37

18,729.46
703,583.10

18,729.46
743,528.61

219,585,141.34

214,548,505.47

23,124,163.74

22,224,267.86

244,852,745.46

240,943,669.77

12,000,000.00

12,000,000.00

400,564,685.85
2,700,000.00

412,590,590.99

120,613,081.34

122,445,754.86

276,840.00
24,718,451.94

276,840.00
24,718,451.94

560,873,059.13
805,725,804.59

572,031,637.79
812,975,3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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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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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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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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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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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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90,000.00

136,690,000.00

40,125,161.74

40,304,005.26

13,469,860.80
1,567,674.36
43,617,231.81
793,750.00
348,683,060.70

13,674,719.31
1,294,653.21
35,117,937.29
793,750.00
354,072,919.98

19,800,000.00

19,800,000.00

604,746,739.41

601,747,985.05

51,646,099.84

45,905,584.84

51,646,099.84
656,392,839.25

45,905,584.84
647,653,569.89

243,564,134.00
43,169,134.92

243,564,134.00
44,215,014.66

6,095,810.36

6,095,810.36

-143,673,619.88

-128,644,323.39

149,155,459.40
177,505.94
149,332,965.34
805,725,804.59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建华

165,230,635.63
91,102.04
165,321,737.67
812,975,307.56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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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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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07 年 0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242,622.18

2,830,155.07

703,583.10

743,528.61

221,583,760.47
23,031,013.90

216,876,310.22
22,131,118.02

246,560,979.65

242,581,111.92

12,341,394.91

12,341,394.91

400,557,947.70
2,700,000.00

412,582,974.14

120,613,081.34

122,445,754.86

25,827,581.72

25,827,581.72

562,040,005.67
808,600,985.32

573,197,705.63
815,778,817.55

136,690,000.00

136,690,000.00

40,125,161.74

40,304,005.26

13,469,860.80

13,674,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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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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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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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789,239.28
43,617,231.81
793,750.00
348,909,772.20
19,800,000.00

1,512,941.13
35,117,937.29
793,750.00
353,999,919.59
19,800,000.00

605,195,015.83

601,893,272.58

51,646,099.84

45,905,584.84

51,646,099.84
656,841,115.67

45,905,584.84
647,798,857.42

实收资本（或股本）
243,564,134.00
资本公积
43,169,134.92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6,095,810.36
未分配利润
-141,069,209.6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51,759,869.6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808,600,985.32
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贤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建华

243,564,134.00
44,215,0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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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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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附注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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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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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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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贤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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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80,205,482.75
80,205,482.75

77,560,280.45
77,560,280.45

98,279,506.01
50,406,317.12

91,286,096.28
47,467,839.28

1,338,841.68
1,942,799.27
26,702,023.36
14,267,545.76
3,621,978.82

1,429,132.78
2,343,608.26
26,918,349.45
11,405,054.09
1,722,112.42

-18,074,023.26
3,131,130.67

-13,725,815.83
5,652.50
174,254.12

-14,942,892.59

-13,894,417.45

-14,942,892.59
-15,029,296.49
86,403.90

-13,894,417.45
-13,903,679.47
9,262.02

-0.06
-0.06
-0.06
-0.06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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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附注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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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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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贤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建华

第 13 页 共 22 页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79,595,482.75
50,406,317.12
1,304,986.68
1,917,995.60
26,380,519.12
14,269,026.82
3,621,978.82

77,470,280.45
47,467,839.28
1,424,137.78
2,319,870.45
26,909,938.77
11,413,574.49
1,739,422.01

-18,305,341.41
3,131,130.67

-13,804,502.33
5,652.50
174,254.12

-15,174,210.74

-13,973,103.95

-15,174,210.74

-13,973,103.95

-0.06
-0.06
-0.06
-0.06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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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附
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91,036,060.19

87,492,239.24

79,897,782.89
170,933,843.08
67,065,418.25

79,054,414.43
166,546,653.67
66,932,282.73

9,858,610.95
2,890,524.60
86,436,065.83
166,250,619.63
4,683,223.45

7,316,787.20
4,759,067.34
75,106,833.28
154,114,970.55
12,431,6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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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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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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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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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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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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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75,112.95

-13,960,100.91

4,378.95
4,378.95

22,503.58
22,503.58

4,378.95

22,503.5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87,510.55

-1,505,914.2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08,638.37
1,421,127.82

10,313,501.76
8,807,587.55

-14,942,892.59
3,621,978.82
10,807,734.94
1,832,673.52

-13,894,417.45
1,722,112.42
10,394,387.24
1,827,491.52

-3,107,675.17

106,704.12

14,267,545.76

11,405,054.09

-899,895.88
-1,127,465.62
-5,768,780.33

798,091.31
1,996,215.89
-1,923,956.02

4,683,223.45

12,431,6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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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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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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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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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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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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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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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127.82
3,408,638.37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建华

8,807,587.55
10,313,501.76

-1,987,510.55
-1,505,914.21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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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90,426,060.19

87,402,239.24

80,825,026.91
171,251,087.10
67,063,518.25
9,835,315.61
2,832,742.60
86,436,065.83
166,167,642.29
5,083,444.81

73,109,394.60
160,511,633.84
66,930,615.73
7,303,963.05
4,756,472.34
74,944,326.43
153,935,377.55
6,576,2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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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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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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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0.00

6,675,112.95

15,500.00
13,975,600.91

6,675,112.95
-6,675,112.95

13,975,600.91
-13,960,100.91

4,135.25
4,135.25

11,775.18
11,775.18

4,135.25

11,775.1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87,532.89

-7,372,069.4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30,155.07

8,052,0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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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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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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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42,622.18

679,997.00

-15,174,210.74
3,621,978.82
10,806,856.24
1,832,673.52

-13,973,103.95
1,739,422.01
10,393,508.54
1,827,491.52

-3,107,675.17

106,704.12

14,269,026.82

11,413,574.49

-899,895.88
-1,045,525.92
-5,219,782.88

799,516.10
3,197,121.74
-8,927,978.28

5,083,444.81

6,576,256.29

1,242,622.18
2,830,155.07

679,997.00
8,052,066.44

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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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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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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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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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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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建华

-1,587,532.89
-7,372,069.44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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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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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年年末余额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少数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8,644,323.39

91,102.04

165,321,737.67

-128,644,323.39

91,102.04

165,321,737.67

-15,029,296.49

86,403.90

-15,988,772.33

-15,029,296.49

86,403.90

-14,942,892.59

实收资本
(或股本)
243,564,134.00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44,215,014.66

6,095,810.36

243,564,134.00

44,215,014.66

6,095,810.36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列）

-1,045,879.74

（一）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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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879.74

-1,045,879.74

-1,045,879.74

-1,045,87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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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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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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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879.74

243,564,134.00

43,169,134.92

6,095,810.36

-15,029,296.49

86,403.90

-15,988,772.33

-143,673,619.88

177,505.94

149,332,9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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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上年年末余额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
额（减少以“－”号
填列）
（一）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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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
本)
243,564,134.00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
权益

46,257,673.48

6,095,810.36

-64,734,060.99

72,585.54

231,256,142.39

243,564,134.00

46,257,673.48

6,095,810.36

-64,734,060.99

72,585.54

231,256,142.39

-13,903,679.47

9,262.02

-14,941,705.21

-13,903,679.47

9,262.02

-13,894,417.45

-1,047,287.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47,287.76

-1,047,287.76

-1,047,287.76

-1,047,2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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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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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287.76

243,564,134.00

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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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10,385.72

6,095,810.36

-13,903,679.47

9,262.02

-14,941,705.21

-78,637,740.46

81,847.56

216,314,437.18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建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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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一、上年年末余额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一）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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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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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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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实收资本(或股本)
243,564,134.00

资本公积
44,215,014.66

本期金额
盈余公积
6,095,810.36

243,564,134.00

44,215,014.66

6,095,810.36

-1,045,879.74

未分配利润
-125,894,998.8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7,979,960.13

-125,894,998.89

167,979,960.13

-15,174,210.74

-16,220,090.48

-15,174,210.74

-15,174,210.74

-1,045,879.74

-1,045,879.74

-1,045,879.74
-1,045,879.74

243,564,134.00

43,169,134.92

6,095,810.36

-15,174,210.74

-1,045,879.74
-16,220,090.48

-141,069,209.63

151,759,86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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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上年年末余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243,564,134.00

上年同期金额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46,257,673.48 6,095,810.36

未分配利润
-61,160,008.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4,757,609.08

46,257,673.48

-61,160,008.76

234,757,609.08

-13,973,103.95

-15,020,391.71

-13,973,103.95

-13,973,103.95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243,564,134.00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6,095,810.36

-1,047,287.76

（一）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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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287.76

-1,047,287.76

4．其他

-1,047,287.76

-1,047,287.76

上述（一）和（二）小计

-1,047,287.76

-13,973,103.95

-15,020,391.71

-75,133,112.71

219,737,2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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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贤云

243,564,134.00

45,210,385.72

6,095,810.36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建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立

7.3 报表附注
7.3.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7.3.2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贤云
2007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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