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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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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文 同 时 刊 载 于 代 办 股 份 转 让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 http://www.gfzr.com.cn ） 及 申 银 万 国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www.sw2000.com.cn）。 

无董事声明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

议的。 

董事黄志强、黄国源、朱可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张旭强先生、总经理佘树新先生、财务总监陈邻强先生声明：保

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本公司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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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简介 

    １、公司全称：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DONG KINGMAN GROUP CO.,LTD. 

    ２、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旭强 

３、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团得       

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黄彦辉 

        联系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中段烤鳗厂内主楼四楼 

        电话：（0768）6883983     传真：（0768）6874588 

        电话：（0768）6888326 

    ４、公司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金曼大酒店 

        邮政编码：521031 

        公司电子信箱：Km0588@21cn.com 

５、�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网址:http://www.gfzr.com.cn  和

http://www.sw2000.com.cn 

公司半年度报告备置地点:公司证券部 

6、公司股份转让登记系统：公司依据《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

服务业务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委托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

办转让服务业务。 

公司股份简称：粤金曼 3        代码：400012 

7、公司审计机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555 号粤海集团大厦 2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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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资料：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0001007840 

        公司税务登记号码：445101190340304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2008 年 1-6 月       2007 年 1-6 月 

净利润（元）                        -31,649,480.73      -44,746,470.68 

扣除非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1,649.480.73      -44,746,470.68 

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6.61          -2，460.61 

                                     2008 年 6 月 30 日     2007 年 12 月 30 日 

流动资产（元）                      258,097,050.78         258,371,450.97  

流动负债（元）                    1,886,181,748.37       1,854,866,707.65 

总资产（元）                        265,814,877.20         266,149,317.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1,620,366,871.17      -1,588,717,390.44 

每股净资产（元/股）                        -12.06             -11.83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4.11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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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本变动和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一）股本变动情况表 

数量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配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本次变动后 

                                            本次变动增减（+，-） 

    （１）非转让股份： 

    〈1〉发起人股 

          其中： 

    国家股拥有股份            39,354,300                                     39,354,300 

    境外法人持有股 

    外资法人持有股份 

    其他 

    〈2〉募集法人股           32,850,000                                     32,850,000 

〈3〉内部职工股                    

〈4〉优先股或其它 

    非转让股份合计：        72,204,300                                    72,204,300 

    （２）可转让股份： 

    〈1〉境内上市的 

         人民币普通股         62,115,700                                    62,115,70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可转让股份合计           62,115,700                                    62,115,700 

     （３）股份合计：        134,320,000                                   134,320,000 

（二）股东情况介绍 

1、 截止到 200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可转让股股东总数为 12771 户。 

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单位：股） 

                                                       质押或 

序号      股东名称             年未持股数  持股比例(％) 冻结股份数量  股份性质 

1.  潮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39354300   29.30      10000000  国家法人股 

2.  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3650000     2.72       未知     法人股 

3.  中国工商银行潮州分行            3650000     2.72       未知     法人股 

4.  北京捷强珠宝有限责任公司        1825000     1.36       未知     法人股 

5.  中国银行广州信托咨询公司        1825000     1.36       未知     法人股 

6.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  1825000     1.36       未知     法人股 

7.  广东发展银行潮州分行            1825000     1.36       未知     法人股 

8.  北京朝阳区经济信息咨询部        1460000     1.09       未知     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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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进全                         1248298     0.93      未知 A 类可转让股份  

10.  建设银行广东信托投资公司       1095000     0.82       未知     法人股 

 

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前十名可转让股份的股东 

序 号     股东名称      报告期持股数（股）       股票种类 

1        吴进全        1,248,298                A 类 

2        张云华          512,100                A 类 

3        罗宏            404,441                A 类 

4        李见娴          280,095                A 类 

5        李福珍          275,600                A 类 

6        万晓燕          271,883                A 类 

7        刘兴周          266,600                A 类 

8        李文娟          212,700                A 类 

9        马运东          200,100                A 类 

10       杨元敬          197,900                A 类 

 前十名可转让股份的股东中，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控股股东情况 

    第一大股东潮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将持有的 3935.43 万股

授权广东金曼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经营,占公司总股本的 29.30%。

该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该公司注册资本 9347 万元，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经营水产品、

渔需品、食品、饮料、水产禽畜饲料、普通机械及电子产品、家用电

器、汽车零配件、针织品、建筑材料、日用百货、包装材料。该公司

目前生产经营基本处于停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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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未

发生变化。 

（二）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解聘、新聘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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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经营情况 

1、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由于公司债务沉重，没有任何生产经营活动，且全部资产被相关

法院依法拍卖（处置）完毕；重组工作无任何进展。预测年初至下一

报告期期末仍为亏损，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报告期内无对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活动。 

3、报告期内单个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对本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未达到

10%。 

4、经营中的问题与困难。 

公司没有任何生产经营活动，且全部资产被相关法院依法拍卖

（处置）完毕；重组工作无任何进展。 

5、下一报告期业绩预测 

预测至下一报告期，公司仍将出现亏损。 

（二）公司投资情况 

1、 报告期公司没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 报告期没有新增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0

五、重大事项 

（一）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报告期无新增诉讼事项。 

（二）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期无重大事项。 

（三） 其他已披露信息索引。 

1、 公司 2007 年度亏损提示性公告，刊登于 2008 年 01 月 11 日代办

转让信息披露平台网站（http://www.gfzr.com.cn）上。 

2、 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关于召开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第五届董事会第 11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 4 次会议决议

公告，刊登于 2008 年 04 月 30 日代办转让信息披露平台网站

（http://www.gfzr.com.cn）上。  

3、 公司 2008 年第一季度报告，刊登于 2008 年 04 月 30 日代办转让

信息披露平台网站（http://www.gfzr.com.cn）上。  

4、 公司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8 年 06 月 13 日

代办转让信息披露平台网站（http://www.gfzr.com.c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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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会计报表（附后） 

（二）会计报表附注 

1、报告期内本公司会计报表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上年度会计报表一

致。 

2、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 

3、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4、报告期内本公司无经营的季节性或者周期性特征。 

5、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本报告期内无关联交易事项。 

6、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无变化。 

7、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性质特别或金额异常的会计报表项目。 

8、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债务性证券和权益性证券的发行、回购和

偿还情况。 

9、中期资产负债表日至中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无非调整事项。 

10、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需要说明的或有事项及或有资产变化情况。 

11、报告期内本公司企业结构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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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董事长签名的半年度报告正文本。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

的财务报告文本。 

3、报告期内在指定登载网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文件文本。 

4、公司章程文本。 

 

 

 

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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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08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8 年 6 月 30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7,665.02 210,081.63

交易性金融资产 

期货保证金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48,019,729.59 48,019,729.59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09,795,811.55 210,067,795.13

 存货 73,844.62 73,844.6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58,097,050.78 258,371,4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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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7,368.71 5,177,368.71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942,334.62 982,319.94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1,598,123.09 1,618,177.59

  开发支出 

  商誉（合并价差）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性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7,717,826.42 7,777,866.24

资产总计 265,814,877.20 266,149,317.2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82,781,853.15 782,781,853.15

  交易性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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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5,299,214.31 25,299,214.31

  预收账款 138,711.52 138,711.52

  应付职工薪酬 959,445.28 1,024,200.28

  应交税费 -5,845,587.05 -5,845,587.05

  应付利息 940,789,797.08 909,410,001.36

  应付股利 4,378,248.00 4,378,248.00

  其他应付款 137,680,066.08 137,680,066.0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886,181,748.37 1,854,866,7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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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181,748.37 1,854,866,707.6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4,320,000.00 134,320,000.00

  资本公积 488,305,022.54 488,305,022.54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42,570,365.55 42,570,365.55

  未分配利润 -2,285,562,259.26 -2,253,912,778.53

其中：拟分配现金股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20,366,871.17 -1,588,717,390.4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20,366,871.17 -1,588,717,390.4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65,814,877.20 266,149,317.21

 

法定代表人：张旭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邻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伟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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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量表 

                             2008 年 1-6 月 

编制单位：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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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5,0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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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16.61

  支付的各项税款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0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7,41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6.6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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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现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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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16.6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0,081.6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7,665.02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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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31,649,480.73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39,985.33

    无形资产摊销 20,0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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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收益）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减：收益）  

      财务费用 31,379,795.72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减：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减少）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271,983.5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减：减少) -64,755.00

     其      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6.61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207,665.02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10,0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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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6.61

法定代表人：张旭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邻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伟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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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2008 年 1-6 月 

编制单位：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元 

  2008 年 1-6 月 2007 年 1-6 月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269,685.02 305,319.40

    财务费用 31,379,795.72 44,441,151.28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一”号填列）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31,649,480.73 -44,746,470.68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31,649,480.73 -44,746,470.68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 -31,649,480.73 -44,746,470.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 -31,649,480.73 -44,746,470.68

少数股东损益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张旭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邻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伟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