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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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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刘威东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农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子

云女士声明：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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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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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820,496,093.42 813,096,697.72 0.9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256,494,325.89 255,688,049.96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81 1.80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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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1,685.02 47.9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2 33.33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6,275.93 806,275.93 26.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1 26.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1 75.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1 0.01 26.67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31 0.31 
增加 0.06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0.32 0.32 

增加 0.13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元）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62.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64.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60.93

合计 -11,2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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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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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12,184 人民币普通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

资产经营公司 
7,084,568 人民币普通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建设第六师一 0 二团 
7,084,568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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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鑫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公司 
7,084,568 人民币普通股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

有限公司 
3,599,192 人民币普通股  

龚玺 2,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洁琼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纪也丽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小艺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明洁 769,518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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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程物资比上年度期末增加 454.84%，主要是下属天然物产公司增加购买矿建物资所致。 

2.应付帐款比上年度期末增加 30.23%，主要是下属天然物产公司增加应付工程款所致。 

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51.83%，主要是上年归还了银行贷款，本期减少利息支出所致。 

4.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36.59%，主要是营业费用、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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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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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2）本公司非

流通股股东兵团国资承诺：为保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同意对华夏证券的执行对价安排先

行代为垫付。（3）本公司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农六师国资承诺：所持本次发行股份自本次发行实施完

毕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4）农六师国资拟以其持有的天然物产 70%股权认购 SST

百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46,890,000 股股份时，作出如下追加对价安排承诺：农六师国资以其持有的天

然物产 70%股权认购 SST 百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46,890,000 股股份后，如果 SST 百花 2007 年度、2008

年度和 200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 465 万元、600 万元和 1425 万元，则农六师国资以现金补足实

际实现净利润不足上述承诺净利润的差额。与此同时，农六师国资还将在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

年度报告披露后，向 SST 百花年度报告披露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包括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

和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追加支付股份，净利润每相差 100 万元（不足 100 万元的按 100 万元

计），其他股东每 10 股获得 0.2 股的股份；农六师国资同时授权 SST 百花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上述股份的过户。 

上述承诺事项尚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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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4.2 利润表 

4.3 现金流量表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威东 

2009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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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2009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5,020,570.40 49,249,493.3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87,131.48 668,913.45

    预付款项 38,426,401.13 34,845,3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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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0,714.15 13,577,802.8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750,259.92 693,230.9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2,255,077.08 99,034,7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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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17,960.09 28,918,420.95

    投资性房地产 141,293,118.04 141,293,118.04

    固定资产 39,094,186.77 39,766,411.96

    在建工程 58,589,925.27 52,022,567.91

    工程物资 10,138,063.95 1,827,201.86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44,736,694.31 444,746,683.2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91,292.01 107,723.67

    递延所得税资产 5,379,775.90 5,379,775.9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728,241,016.34 714,061,903.49

          资产总计 820,496,093.42 813,096,697.7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376,800.00 7,44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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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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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3,915.93 7,881,376.67

    预收款项 2,944,040.38 3,779,258.2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169,902.39 3,173,147.22

    应交税费 2,341,130.20 4,313,211.1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121,146.50 121,146.50

    其他应付款 260,274,177.97 262,610,5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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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491,113.37 289,322,522.4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125,000,000.00 115,000,000.00

    专项应付款 430,000.00 430,000.00

    预计负债 60,497,364.60 60,497,364.6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565,065.63 3,565,065.63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9,492,430.23 179,492,430.23

        负债合计 474,983,543.60 468,814,952.69

股东权益：   

    股本 141,691,360.00 141,691,360.00

    资本公积 178,180,437.62 178,180,437.62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21,931,975.46 21,931,975.4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85,309,447.19 -86,115,723.1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56,494,325.89 255,688,049.96

    少数股东权益 89,018,223.93 88,593,695.07

          股东权益合计 345,512,549.82 344,281,745.03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820,496,093.42 813,096,697.72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威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农         会计机构负责人: 蔡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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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09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948,848.22 6,608,940.44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88,510.00 286,710.00

    预付款项 16,886.80 40,653.77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0,971,924.15 8,669,045.06

    存货 130,272.54 130,272.5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5,356,441.71 15,735,6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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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66,360.09 222,466,820.95

    投资性房地产 136,104,826.97 136,104,826.97

    固定资产 33,914,669.76 34,415,0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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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834.31 792,823.2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5,128,764.71 5,128,764.7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8,397,455.84 398,908,320.41

          资产总计 413,753,897.55 414,643,9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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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376,800.00 7,443,8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238,703.04 1,346,515.20

    预收款项 2,343,879.15 3,184,404.47

    应付职工薪酬 1,463,480.80 1,958,394.00

    应交税费 2,143,444.19 2,274,192.68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121,146.50 121,146.50

    其他应付款 96,491,390.33 96,040,310.0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11,178,844.01 112,368,762.9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320,000.00 320,000.00

    预计负债 60,497,364.60 60,497,364.6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09,126.96 3,309,126.96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4,126,491.56 64,126,491.56

        负债合计 175,305,335.57 176,495,254.49

股东权益：   

    股本 141,691,360.00 141,691,360.00

    资本公积 178,180,437.62 178,180,437.62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2,022,465.00 2,022,465.00

    未分配利润 -83,445,700.64 -83,745,574.89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股东权益合计 238,448,561.98 238,148,687.73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413,753,897.55 414,643,942.22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威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农         会计机构负责人: 蔡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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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2009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9,165,076.27 9,656,066.69

    其中：营业收入 9,165,076.27 9,656,066.69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7,921,384.55 8,919,031.20

    其中：营业成本 2,680,503.46 3,303,6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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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672.22 932,033.82

          销售费用 1,027,486.56 1,390,037.56

          管理费用 3,130,840.27 2,869,966.02

          财务费用 203,882.04 423,2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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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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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230.86 737,035.49

    加：营业外收入 14,726.94 164,070.58

    减：营业外支出 26,853.01 40.4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231,104.79 901,065.65

    减：所得税费用 300.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30,804.79 901,065.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6,275.93 635,485.23

    少数股东损益 424,528.86 265,580.42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0.004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 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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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930.54 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威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农         会计机构负责人: 蔡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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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2009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3,207,167.70 3,037,835.85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540,333.54 498,033.52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211,971.97 2,001,603.11

        财务费用 140,082.93 344,3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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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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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318.40 193,865.24

    加：营业外收入 8,246.85 155,729.67

    减：营业外支出 22,6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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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874.25 349,594.91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99,874.25 349,594.91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威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农         会计机构负责人: 蔡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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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2009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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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7,331.30 11,580,6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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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5,723.64 164,070.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953,054.94 11,744,723.0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961,083.77 11,351,0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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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928.43 1,474,585.7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92,692.21 2,432,838.1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91,035.55 1,252,671.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434,739.96 16,511,16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1,685.02 -4,766,4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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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7,900.34 2,100,7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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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7,900.34 2,100,797.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27,900.34 -2,100,7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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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362.9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0 4,362.9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67,000.00 24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2,337.55 6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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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19,337.55 303,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0,662.45 -298,6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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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8,922.91 -7,165,874.1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9,249,493.31 41,786,536.5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020,570.40 34,620,662.32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威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农         会计机构负责人: 蔡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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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09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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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5,802.41 3,152,406.8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11,888.76 155,729.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57,691.17 3,308,136.5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4,045.19 2,941,956.5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83,874.84 653,146.4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64,017.64 547,951.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456,878.17 927,775.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888,815.84 5,070,829.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1,124.67 -1,762,6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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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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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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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2.9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62.9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7,000.00 24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2,337.55 63,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9,337.55 303,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337.55 -298,6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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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0,092.22 -2,061,330.4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608,940.44 3,191,044.3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48,848.22 1,129,713.87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威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农         会计机构负责人: 蔡子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