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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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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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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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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本公司董事长俞亚鹏先生、总经理高国华先生、总会计师冯元庆先生声明：保证半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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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大冶特钢 

股票代码 000708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培锋  

联系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316 号  

电话 0714—6297373  

传真 0714—6297280  

电子信箱 dytg07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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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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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4,740,289,722.00 4,537,054,474.00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632,007,780.00 2,538,980,097.00 3.66%

股本（股） 449,408,480.00 449,408,48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5.857 5.650 3.66%

 报告期（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4,538,655,464.00 3,854,775,317.00 17.74%

营业利润（元） 354,044,379.00 327,545,918.00 8.09%

利润总额（元） 363,122,198.00 335,106,904.00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7,731,923.00 293,218,541.00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309,788,831.00 286,602,678.00 8.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65 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65 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11% 13.52% -1.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81% 13.22% -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4,426,314.00 148,668,007.00 225.8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1.08 0.33 2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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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85,780.00 

政府补助 400,000.00 

债务重组损益 171,881.00 

转回长账龄应付款项 6,556,318.00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1,463,840.00 

所得税影响额 -1,134,727.00 

合计 7,943,092.00 - 

2.2.3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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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282,052 0.51%  2,282,052 0.51%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2,280,000 0.51%  2,280,000 0.51%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2,280,000 0.51%  2,280,000 0.51%

     境内自然人持股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股份 2,052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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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47,126,428 99.49%  447,126,428 99.49%

1、人民币普通股 447,126,428 99.49%  447,126,428 99.49%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449,408,480 100.00%  449,408,480 100.00%

3.2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25,02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5% 134,620,000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18% 126,618,480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金马稳健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57% 20,517,792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0% 8,543,815  

东风汽车公司 其他 1.78% 7,980,0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

－个险投连 
其他 1.67% 7,490,356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9% 6,249,481  

中国工商银行－金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7% 6,154,09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1.25% 5,600,0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9L-FH002 深 其他 1.10% 4,930,45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134,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26,618,48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20,517,79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543,815 人民币普通股 

东风汽车公司 7,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 7,490,35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49,48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金泰证券投资基金 6,154,098 人民币普通股 

4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5,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4,930,453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和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前第 1 名与前第 2 名股东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及流通股

股东和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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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5 董事会报告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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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行业 113,612.00 99,344.00 12.56% -0.54% 3.62% -3.51%

铁路轴承行业 46,956.00 41,270.00 12.11% -11.29% -6.07% -4.89%

锅炉及机械制造业 81,424.00 78,166.00 4.00% 68.10% 72.56% -2.48%

钢压延加工业 177,264.00 156,071.00 11.96% 28.41% 28.31% 0.07%

船舶行业 5,179.00 4,363.00 15.76% 165.05% 161.26% 1.23%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轴承钢 48,689.00 42,623.00 12.46% -11.63% -5.97% -5.27%

弹簧合结合工钢 310,411.00 277,556.00 10.58% 27.09% 30.04% -2.03%

冲模不锈 12,006.00 12,085.00 -0.66% 18.66% 29.95% -8.74%

碳结碳工钢 53,329.00 46,950.00 11.96% 15.56% 16.32% -0.58%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华北 138,232.00 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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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 76,134.00 19.16%

中南 119,237.00 -13.01%

西部 13,256.00 28.09%

国外 77,576.00 102.51%

5.3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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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即毛利率为 10.65%，较上年同期下降 2.62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钢材产品成本

上升所致。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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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金    额 （万元）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 1-6 月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 1-6 月    增减（+/- ）

百分点 
利润总额          36,312.22        33,510.69         _                _              _  
营业利润          35,404.44        32,754.59        97.50             97.74             -0.24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2.82          17.57            0.61              0.05              0.56  
期间费用          12,413.85        14,708.59        34.19             43.89             -9.7  
资产减值损失        _                _              _               _                 _ 
投资收益            _                _              _               _                 _ 
营业外收支净额    907.78           756.10          2.50              2.26              0.24  
重 大 变 化 及 原 因 
⑴营业利润增加，主要是公司期间费用降低所致。 
⑵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是本年度计提城建税及教育附加增加所致。 
⑶期间费用减少，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减少所致。 
⑷营业外收支净额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转回长账龄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5.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6.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5.6.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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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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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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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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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2 出售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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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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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6.5.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6.5.3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6.5.4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

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5.5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6.5.6 其他综合收益细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利得（损失）金额   

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2．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

的份额 
  

减：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

有的份额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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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3．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金额   

减：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转为被套期项目初始确认金额的调整额   

小计   

4．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减：处置境外经营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5．其他   

减：由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合计 0.00 0.0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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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03 月

08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国联安基金：施卫平；交银施罗德：曹文俊；海

富通基金：牟善同； 泰康资产：章敬峰；刘忠卫； 

嘉实基金：肖觅、许少波；广发基金：费逸；中

信证券：李宏亮；东方证券：徐卫;上投摩根 

朱立斌；国泰基金：孙朝晖 

公司经营、关联交易及解

决设想、产品情况、公司

经营形势等 

2011 年 03 月

11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长江证券：刘元瑞、邵稳重、 张登、王鹤涛；中

海基金：于航、笪菲；九鼎投资：肖珊；个人：

高国志 

公司生产、产品及销售情

况、技术改造情况、特钢

发展趋势 

2011 年 03 月

18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常州投资：常建刚、汤浩 

公司生产能力、规模、产

品分类以及生产经营发

展情况、技改项目情况

2011 年 03 月

24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湘财证券：王攀、况志华 
公司概况、生产经营情

况、原材料及产品情况

2011 年 04 月

07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摩根士丹利：五老晴信、罗丹；JP 摩根：齐野幸

子 

公司产品、装备、工艺简

况，产能和降本情况 

2011 年 04 月

27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瑞银证券：孙旭 

公司简况、产品分类、技

改项目及发展情况 

2011 年 05 月

24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华泰证券：印晓明；财通证券：李永良 

公司产品工艺情况，技改

项目、经营及发展情况

2011 年 06 月

17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华泰联合证券：陈雳；五矿集团：刘国月、林益

欣；国泰基金：饶玉涵；泰康资产：林崇平 

公司生产能力、经营状

况、产品分类，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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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财务报表 

7.2.1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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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342,396.00 278,100,633.0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07,840,807.00 416,861,826.00 

  应收账款 235,659,630.00 199,082,940.00 

  预付款项 91,067,063.00 165,205,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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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4,168.00 1,353,179.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234,017,819.00 1,138,414,121.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262,591,883.00 2,199,018,379.00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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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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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 1,798,080,223.00 1,804,693,593.00 

  在建工程 393,202,132.00 251,624,076.00 

  工程物资 2,757,000.00 2,757,000.00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7,205,094.00 27,655,094.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857,859.00 14,857,859.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1,595,531.00 236,448,473.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77,697,839.00 2,338,036,095.00 

资产总计 4,740,289,722.00 4,537,054,474.0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00,000.00 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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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670,933.00 403,732,928.00 

  应付账款 955,606,612.00 946,163,428.00 

  预收款项 149,862,434.00 197,535,012.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4,412,123.00 23,153,561.00 

  应交税费 32,932,487.00 4,529,158.00 

  应付利息 1,670,927.00 1,559,898.00 

  应付股利 2,219,700.00 1,079,700.00 

  其他应付款 228,927,173.00 183,341,1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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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5,000.00 2,905,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879,207,389.00 1,768,999,824.00 

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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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借款 180,000,000.00 180,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49,074,553.00 49,074,553.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9,074,553.00 229,074,553.00 

负债合计 2,108,281,942.00 1,998,074,377.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49,408,480.00 449,408,480.00 

  资本公积 485,653,274.00 485,653,274.00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6,114,429.00 226,114,429.0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470,831,597.00 1,377,803,914.0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632,007,780.00 2,538,980,097.0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32,007,780.00 2,538,980,097.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740,289,722.00 4,537,054,474.00 

7.2.2 利润表 

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6 月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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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8,655,464.00 3,854,775,317.00 

其中：营业收入 4,538,655,464.00 3,854,775,317.00 

      利息收入 0.00 0.00 

      已赚保费 0.00 0.0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0.00 0.00 

二、营业总成本 4,184,611,085.00 3,527,229,399.00 

其中：营业成本 4,058,244,437.00 3,379,967,860.0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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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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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175.00 175,681.00 

      销售费用 51,201,542.00 63,913,817.00 

      管理费用 62,481,669.00 76,401,144.00 

      财务费用 10,455,262.00 6,770,897.00 

      资产减值损失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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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044,379.00 327,545,918.00 

  加：营业外收入 9,671,771.00 8,824,908.00 

  减：营业外支出 593,952.00 1,263,922.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81,322.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63,122,198.00 335,106,904.00 

  减：所得税费用 45,390,275.00 41,888,363.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7,731,923.00 293,218,541.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7,731,923.00 293,218,541.00 

    少数股东损益 0.00 0.00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71 0.6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71 0.65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317,731,923.00 293,218,541.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17,731,923.00 293,218,5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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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6 月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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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8,413,569.00 2,048,449,1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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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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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60,788.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287,115.00 3,259,976.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37,061,472.00 2,051,709,140.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605,748,620.00 1,758,438,9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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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33,080.00 55,189,361.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58,642,141.00 77,171,838.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511,317.00 12,240,947.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52,635,158.00 1,903,041,13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4,426,314.00 148,668,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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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35,117.00 39,783,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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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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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2,735,117.00 39,783,18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735,117.00 -39,783,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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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543,215.00 70,604,6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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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543,215.00 70,604,622.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543,215.00 -70,604,622.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703,356.00 -531,769.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1,444,626.00 37,748,436.0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6,586,188.00 73,164,036.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8,030,814.00 110,912,4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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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半年度                                                  单位：元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项目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所有者权益

合计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449,408,480 485,653,274 226,114,429 1,377,803,914 2,538,980,097 449,408,480 485,653,274 169,926,099 939,520,213   2,044,508,066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449,408,480 485,653,274 226,114,429 1,377,803,914 2,538,980,097 449,408,480 485,653,274 169,926,099 939,520,213   2,044,508,066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93,027,683 93,027,683 56,188,330 438,283,701   494,472,031 

  （一）净利润       317,731,923 317,731,923 561,883,303   561,883,303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317,731,923 317,731,923 561,883,303   561,88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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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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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224,704,240 -224,704,240 56,188,330 -123,599,602   -67,411,272 

    1．提取盈余公积              56,188,330 -56,188,330   0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

配 
      -224,704,240 -224,704,240 -67,411,272   -67,41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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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449,408,480 485,653,274 226,114,429 1,470,831,597 2,632,007,780 449,408,480 485,653,274 226,114,429 1,377,803,914   2,538,98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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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俞亚鹏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8 月 16 日 

 
 

* * * * * * *  

完 

 

香港， 二零一一年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中信泰富的執行董事包括常振明先生（主席）、張極井先生、榮明杰先生、莫

偉龍先生、劉基輔先生、羅銘韜先生及郭文亮先生；中信泰富的非執行董事包括德馬雷先生、

居偉民先生、殷可先生及彼得‧克萊特先生（德馬雷先生之替任董事）；及中信泰富的獨立非

執行董事包括韓武敦先生、科爾先生及蕭偉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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