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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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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管连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桂霞及会计主管人员姜海青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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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资产总额 （元） 721,095,801.91 735,867,856.60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元） 
678,198,166.97 670,624,139.51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8.37 16.56 -49.4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24,073.81 -69.6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13 18.75%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59,463,050.97 38,178,293.74 5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674,027.46 13,960,643.59 12.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4 -14.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4 -1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3.00% -0.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2% 2.83% -0.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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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136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展博 1 期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398,656 人民币普通股 

谭荣生 385,342 人民币普通股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2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许广西 2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新 254 号 170,169 人民币普通股 

由宝巨 163,900 人民币普通股 

曹玉华 145,600 人民币普通股 

盛丽 129,121 人民币普通股 

谢燕联 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松 100,648 人民币普通股 

2.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管连平 10,640,000 0 10,640,000 21,280,000 首发承诺 
自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 36 个月 

霍卫平 7,980,000 0 7,980,000 15,960,000 首发承诺 
自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 36 个月 

北京仁邦翰威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4,788,000 0 4,788,000 9,576,000 首发承诺 

自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 36 个月 

北京仁邦时代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3,192,000 0 3,192,000 6,384,000 首发承诺 

自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 36 个月 

毛自力 1,396,500 0 1,396,500 2,793,000 首发承诺 
自 2010 年 3 月 5

日起 36 个月 

金凤 1,263,500 0 1,263,500 2,527,000 首发承诺 

95万股自 2009年

11 月 23 日起 36

个月，31.35 万股

自 2009 年 12 月

23 日起 36 个月 

张靖 1,064,000 0 1,064,000 2,128,000 首发承诺 

80万股自 2009年

11 月 23 日起 36

个月，26.40 万股

自 2009 年 12 月

23 日起 36 个月 

合计 30,324,000 0 30,324,000 60,648,000 － －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3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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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付款项较期初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开展部分业务需要预付款增加以及母公司预付装修款所致； 

2、应收利息较期初减少 73%，系定期存款到期结算，收回利息所致； 

3、存货较期初增加 57%，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项目实施投入增加所致； 

4、开发支出较期初增加 44%，主要系项目开发持续开展，相应增加开发支出所致； 

5、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48%，主要由于部分业务结算款未到付款期； 

6、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75%,主要系缴纳年初结余的应交所得税、增值税等，导致应交税金减少； 

7、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减少 96%，主要系支付收购东华信通股权转让款尾款所致； 

8、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55.75%，主要系国内电信运营商加大商业智能软件投入，公司新增项目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9、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员工规模扩大，人力成本有所提高所致； 

10、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71%，主要系公司业务增长及收回部分前期欠款所致； 

1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项目增加及相应的人员增加所致。 

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业务回顾 

报告期内，随着国内电信运营商对商业智能的价值认知和需求进一步深化，公司继续强化市场营销职能，通过有效的售前沟

通和引导准确把握客户需求，推行高效贴身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通过并购北京东华信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公司成功打入了中国移动部分省份市场，整体而言，2012 年第一季度公司在电信行业商业智能领域的市场份额进一步

巩固和扩大。2012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946.31 万元，同比增长 55.7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7.40

万元,同比增长 12.27%，主要原因系：1、国内电信企业对商业智能的投入有所增长；2、公司通过细分和强化市场营销职能，

业务项目有所增加；3、公司本季度报告合并了两家全资子公司东方国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和北京东华信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二、下步重点工作计划 

公司将紧紧围绕股东大会确定的 2012 年经营计划和目标，稳步推进和落实各项经营举措，力争圆满完成经营目标。下步的重

点工作如下： 

1、精细化市场营销职能，紧密跟踪和把握市场需求，持续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加快推进非电信行业市场拓展； 

2、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保障技术研发实力和技术水平逐步提高，确保核心技术的创新性、先进性； 

3、积极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实施进度，采购项目研发所需软硬件设备，同时不断补充项目技术人员，全力推进募投项目的研发，

确保募投项目和超募资金项目按计划如期达产增效； 

4、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完善公司各项管理控制制度，不断提升公司管理水平，确保公司高效、有序、安全地开展经营活动； 

5、继续采取“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相结合的方式对现有人才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培训；广开渠道从社会引进职业经理人

和“高、精、尖”人才；进一步完善高校毕业生的人才引进计划；健全和完善薪酬和绩效考核制度，制定人才成长计划和跟

踪评价机制，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4 重要事项 

4.1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管连平、霍卫平、

仁邦翰威、仁邦

（一）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管人

员均严格履行了所做承诺事项，不存在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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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毛自力、

金凤、张靖、金

正皓、胡淑瑜、

朱军峰、王红庆、

陈桂霞、彭岩、

冯志宏、赵光宇 

际控制人管连平和霍卫

平承诺：（1）本人、本

人控股和参股的公司以

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

(“附属公司”)目前并没

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

何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

从事的业务存在竞争的

任何业务活动。（2）本

人及附属公司在今后的

任何时间不会直接或间

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

联营)参与或进行与股

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实际从事的

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

争的任何业务活动。凡

本人及附属公司有任何

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

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股

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构

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及

附属公司会将上述商业

机会让予股份公司或者

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3）本人将充分尊

重股份公司的独立法人

地位，严格遵守股份公

司的公司章程，保证股

份公司独立经营、自主

决策。本人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以及股份公司的

公司章程规定，促使经

本人提名的股份公司董

事依法履行其应尽的诚

信和勤勉责任。（4）本

人将善意履行作为股份

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的义务，不利用该股

东地位，就股份公司与

本人或附属公司相关的

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

不利于股份公司的行

动，或故意促使股份公

司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

作出侵犯股份公司其他

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如果股份公司必须与本

人或附属公司发生任何

关联交易，则本人承诺

将促使上述交易按照公

平合理的和正常商业交

易条件进行。本人及附

属公司将不会要求或接

受股份公司给予比任何

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

承诺事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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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更优惠的条件。（5）

本人及附属公司将严格

和善意地履行与股份公

司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

协议。本人承诺将不会

向股份公司谋求任何超

出上述协议规定以外的

利益或收益。（6）如果

本人违反上述声明、保

证与承诺，本人同意给

予股份公司赔偿。（7）

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

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

再为持有股份公司的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的地位为止。（8）本声

明、承诺与保证可被视

为对股份公司及其他股

东共同和分别作出的声

明、承诺和保证。（9）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

日，除投资东方国信并

通过仁邦翰威和仁邦时

代持有东方国信股份之

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

接或间接对外投资行

为。但是本人在此确认，

上述承诺将适用于本人

在未来控制(包括直接

控制和间接控制)的除

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企

业以外的其他子企业。

（二）股份锁定承诺公

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管连

平和霍卫平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已持有

的股份。除前述锁定期

外，本人在公司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公司股

东仁邦翰威和仁邦时代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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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毛自力承诺：

自 2010 年 3 月 5 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且在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公司股东毛自力承

诺：自 2010 年 3 月 5 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且在

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公司股东毛自力

承诺：自 2010 年 3 月 5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

在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公司股东毛

自力承诺：自 2010 年 3

月5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且在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公司股东金

凤和张靖承诺：自其在

2009 年 11 月 23 日完成

对公司增资扩股新增的

股份，自 2009 年 11 月

23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该等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等股份；自其

在 2009 年 12 月 23 日因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加的股份，在 2009

年 12 月 23 日起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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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该等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且在东方国信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前述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前述股份。公司董事管

连平、霍卫平、金正皓，

监事胡淑瑜、朱军峰和

高级管理人员王红庆、

陈桂霞分别作出承诺：

自东方国信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所持有的北京仁邦

翰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的股权；在前述限售期

满后，本人在仁邦翰威

间接持有的东方国信的

股份在本人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

持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

不进行转让，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间接持有的东

方国信股票数量占所持

东方国信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公司董事管连平、霍卫

平，监事彭岩、冯志宏

和高级管理人员赵光宇

分别作出承诺：自东方

国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

持有的北京仁邦时代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

权；在前述限售期满后，

本人在仁邦时代间接持

有的东方国信的股份在

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比例不超过所持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进行

转让，在申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间接持有的东方国信

股票数量占所持东方国

信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十。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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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6,334.34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498.5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885.3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季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商业智能应用构建工

具项目 
否 4,903.11 4,903.11 569.00 2,639.87 53.84% 

2012 年 12 月

0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探索式数据分析及应

用平台项目 
否 4,004.56 4,004.56 283.44 2,063.59 51.53% 

2012 年 12 月

01 日 
0.00 不适用 否 

企业数据仓库构建系

统项目 
否 3,413.65 3,413.65 192.38 538.50 15.77% 

2013 年 07 月

01 日 
0.00 不适用 否 

全业务营销及维系挽

留系统项目 
否 3,092.20 3,092.20 186.95 699.67 22.63% 

2012 年 07 月

0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数据集成和管理工具

项目 
否 3,714.40 3,714.40 226.75 743.67 20.02% 

2012 年 07 月

0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9,127.92 19,127.92 1,458.52 6,685.30 - - 0.00 - - 

超募资金投向  

增资天津子公司 否 1,000.00 1,000.00 0.00 1,000.00 100.00% 
2011 年 11 月

01 日 
45.03 不适用 否 

收购北京东华信通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否 5,200.00 5,200.00 1,040.00 5,200.00 100.00% 

2012 年 03 月

01 日 
19.77 不适用 否 

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和

办公用房项目 
否 12,000.00 12,000.00 0.00 0.00 0.00% 

2014 年 12 月

01 日 
0.00 不适用 否 

设立吉林子公司 否 500.00 500.00 0.00 0.00 0.00% 
2012 年 06 月

01 日 
0.00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23,700.00 23,700.00 6,040.00 11,200.00 - - 64.80 - - 

合计 - 42,827.92 42,827.92 7,498.52 17,885.30 - - 64.8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52,708.41 万元，其中超额募集资金 33,580.49 万元。 

    2011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二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1,000.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东方国信（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该增资计划已经实

施完毕，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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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补充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目前，

该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2011 年 12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分别召开的二届四次董事会和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东华信通 100%股权的议案》，为推进公司产业扩张战略，完善市

场布局，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同时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5,200.00 万元收购东

华信通 100%股权。截至目前，该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使用超募资金 5,200.00 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

收购相关事宜已经办理完成。 

    2011 年 11 月 16 日、2011 年 12 月 3 日，公司分别召开的二届三次董事会和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和办公用房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其他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12,000.00 万元和自有营运资金，用于

投资建设公司自用研发中心和办公用房，项目内容分为购置产业用地和房产新建, 总投资预算 22,440.00

万元。2012 年 3 月 22 日、2012 年 4 月 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二届七次董事会和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和办公用房项目计划的议案》，同意

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和办公用房项目进行

调整，调整后项目总投资预算为 21,800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12,000.00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该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尚未动用超募资金。 

    2012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二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东

方国信（吉林）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为抢抓移动业务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延伸公司产业链，将 BI 应

用扩展至市场终端，进而涉足更为广泛的商业智能领域，打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500 万元在吉林设立全资子公司，以复制和发展天津子公司成功的商业模式，推进公司发展战略，为股东

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截止目前，该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尚未动用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2,363,270.05 元置换已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际投资额 12,363,270.05 元，已经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此出具了

（2011）京会兴（专审）字第 5-009 号《关于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包括超募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有计划、分步地投资于五个募

投项目和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4.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最新修订的《公司章程》有关现金分红政策，实施了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1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公司总股本 4,05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同时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4,050 万股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根据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发布了《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2 月 20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2 月 21 日，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810 万元（含税），共计使用资本公积金 4,050 万元，转增

股本 4,05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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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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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6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7 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 附录 

5.1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02,910,772.12 480,371,156.38 538,508,344.56 512,425,301.9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240,000.00 240,000.00   

  应收账款 114,773,794.57 98,445,667.44 101,396,334.26 85,768,577.09 

  预付款项 3,696,891.00 2,284,731.00 1,419,500.00 600,000.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1,224,322.51 1,224,322.51 4,585,714.54 4,585,714.54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5,314,612.36 8,555,585.24 16,782,265.73 4,852,974.9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285,912.46 2,269,393.46 1,453,549.24 1,215,197.2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640,446,305.02 593,390,856.03 664,145,708.33 609,447,765.80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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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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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0,000.00  64,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5,293,160.76 13,278,358.37 14,830,877.41 12,814,6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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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876.88 1,239,876.88 1,390,082.71 1,390,082.71 

  开发支出 28,330,743.88 28,330,743.88 19,715,472.78 19,715,472.78 

  商誉 35,300,223.21  35,300,223.21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485,492.16 433,058.80 485,492.16 433,058.8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0,649,496.89 107,282,037.93 71,722,148.27 98,353,312.83 

资产总计 721,095,801.91 700,672,893.96 735,867,856.60 707,801,078.63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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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5,202.09 400,000.00 3,156,855.00 780,000.00 

  预收款项   3,883,40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4,115,086.41 23,247,986.08 23,094,833.53 22,616,744.13 

  应交税费 2,031,574.27 1,269,056.23 8,131,849.88 5,027,731.0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690,272.17 398,250.70 26,601,278.68 10,934,9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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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22,134.94 25,315,293.01 64,868,217.09 39,359,461.18 

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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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375,500.00 375,500.00 375,500.00 375,5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75,500.00 375,500.00 375,500.00 375,500.00 

负债合计 42,897,634.94 25,690,793.01 65,243,717.09 39,734,961.1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81,000,000.00 81,000,000.00 40,500,000.00 40,500,000.00 

  资本公积 476,680,677.33 476,680,677.33 517,180,677.33 517,180,677.33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3,511,843.52 13,511,843.52 13,511,843.52 13,511,843.5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07,005,646.12 103,789,580.10 99,431,618.66 96,873,596.6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78,198,166.97 674,982,100.95 670,624,139.51 668,066,117.45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8,198,166.97 674,982,100.95 670,624,139.51 668,066,117.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21,095,801.91 700,672,893.96 735,867,856.60 707,801,078.63 

5.2 利润表 

编制单位：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3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总收入 59,463,050.97 41,441,513.40 38,178,293.74 38,178,293.74 

其中：营业收入 59,463,050.97 41,441,513.40 38,178,293.74 38,178,293.7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1,449,172.27 24,270,675.42 22,907,568.97 22,907,568.97 

其中：营业成本 29,127,096.15 14,698,589.55 14,233,586.31 14,233,5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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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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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51,719.74 635,528.82 867,853.56 867,853.56 

      销售费用 2,513,577.05 2,406,924.65 1,234,155.83 1,234,155.83 

      管理费用 11,551,427.25 9,701,684.83 6,808,055.83 6,808,055.83 

      财务费用 -3,194,647.92 -3,172,052.43 -236,082.56 -236,0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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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3,878.70 17,170,837.98 15,270,724.77 15,270,724.77 

  加：营业外收入   800,000.00 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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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3,878.70 17,170,837.98 16,070,724.77 16,070,724.77 

  减：所得税费用 2,339,851.24 2,154,854.48 2,110,081.18 2,110,081.1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5,674,027.46 15,015,983.50 13,960,643.59 13,960,643.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5,674,027.46 15,015,983.50 13,960,643.59 13,960,643.59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9 0.28 0.34 0.3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9 0.28 0.34 0.34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15,674,027.46 15,015,983.50 13,960,643.59 13,960,643.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15,674,027.46 15,015,983.50 13,960,643.59 13,960,643.5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5.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3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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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27,436.81 28,906,269.20 27,084,419.38 27,084,419.38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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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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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2,125.75 6,658,075.63 1,438,281.78 1,438,281.7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9,649,562.56 35,564,344.83 28,522,701.16 28,522,701.1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2,021,608.99 2,548,187.16 7,711,405.05 7,711,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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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1,192.56 24,472,718.87 11,449,429.76 11,449,429.7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623,688.41 7,914,307.23 9,485,265.48 9,485,265.4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9,477,146.41 12,687,328.53 6,256,547.92 6,256,547.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0,473,636.37 47,622,541.79 34,902,648.21 34,902,64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824,073.81 -12,058,196.96 -6,379,947.05 -6,379,9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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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498.63 1,495,948.63 216,486.38 216,4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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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400,000.00 10,4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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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3,498.63 11,895,948.63 2,216,486.38 2,216,486.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173,498.63 -11,895,948.63 -2,216,486.38 -2,216,486.3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34,809,625.60 534,809,6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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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41.95 197,541.95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5,007,167.55 535,007,1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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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0,000.00 8,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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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9,788.00 2,719,788.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600,000.00 8,100,000.00 2,719,788.00 2,719,788.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600,000.00 -8,100,000.00 532,287,379.55 532,287,3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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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97,572.44 -32,054,145.59 523,690,946.12 523,690,946.1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538,508,344.56 512,425,301.97 52,482,796.16 52,482,796.1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02,910,772.12 480,371,156.38 576,173,742.28 576,173,742.28 

5.4 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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