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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 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海南礦業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主要財務數據及指標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海南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礦業」， 復星國際

有限公司（「本公司」） 之附屬公司）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刊發有

關於上海證券交易所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招股說明書（申報稿）（「招股說明

書」）。

本公司之董事會謹請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留意以下有關招股說明書中

所載海南礦業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主要財務數據及指

標：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流動資產 2,872 ,028 ,000 .282,872 ,028 ,000 .282,872 ,028 ,000 .282,872 ,028 ,000 .28 2,187 ,732 ,255 .23 1,583 ,774 ,551 .73

非流動資產 1,837 ,890 ,061 .251,837 ,890 ,061 .251,837 ,890 ,061 .251,837 ,890 ,061 .25 1,874 ,607 ,113 .75 1,801 ,982 ,399 .33

資產總計 4,709 ,918 ,061 .534,709 ,918 ,061 .534,709 ,918 ,061 .534,709 ,918 ,061 .53 4,062 ,339 ,368 .98 3,385 ,756 ,951 .06

流動負債 686,627,022.54686,627,022.54686,627,022.54686,627,022.54 856,044,976.23 1,041 ,905 ,309 .14

負債總計 1,362 ,794 ,673 .761,362 ,794 ,673 .761,362 ,794 ,673 .761,362 ,794 ,673 .76 1,540 ,093 ,193 .41 1,367 ,792 ,370 .73

少數股東權益 ---- 59 ,924 ,858 .76 61 ,099 ,352 .26

歸屬於母公司股 3,347 ,123 ,387 .773,347 ,123 ,387 .773,347 ,123 ,387 .773,347 ,123 ,387 .77 2,462 ,321 ,316 .81 1,956 ,865 ,228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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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指標

東權益合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營業收入 2,832 ,812 ,430 .772,832 ,812 ,430 .772,832 ,812 ,430 .772,832 ,812 ,430 .77 2,479 ,530 ,110 .71 1,560 ,151 ,179 .73

營業利潤 1,625 ,799 ,568 .921,625 ,799 ,568 .921,625 ,799 ,568 .921,625 ,799 ,568 .92 1,326 ,924 ,173 .44 513,353,571.66

利潤總額 1,629 ,923 ,858 .121,629 ,923 ,858 .121,629 ,923 ,858 .121,629 ,923 ,858 .12 1,326 ,010 ,408 .88 531,423,231.80

歸屬於母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
1,235 ,447 ,362 .021,235 ,447 ,362 .021,235 ,447 ,362 .021,235 ,447 ,362 .02 1,037 ,959 ,193 .28 453,504,117.13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021 ,977 ,863 .401,021 ,977 ,863 .401,021 ,977 ,863 .401,021 ,977 ,863 .40 1,170 ,595 ,810 .52 448,004,801.26

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29,049,218.71-129,049,218.71-129,049,218.71-129,049,218.71 -198,684,537.22 -94 ,439 ,253 .93

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520,516,895.90-520,516,895.90-520,516,895.90-520,516,895.90 -529,420,206.22 -547,863,875.61

匯率變動對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的

影響

---- - -

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淨增加 /（減

少）額

372,411,748.79372,411,748.79372,411,748.79372,411,748.79 442,491,067.08 -194,298,328.28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負債率（母公司） 28 .06%28.06%28.06%28.06% 37 .20% 39.47%

資產負債率（合併） 28 .93%28.93%28.93%28.93% 37 .91% 40.40%

每股淨資產（元 /股） 1.991.991.991.99 1.47 1.16

流動比率 4.184.184.184.18 2.56 1.52

速動比率 3.873.873.873.87 2.30 1.33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應收賬款周轉率（次 /年） 14 .4814 .4814 .4814 .48 16 .92 8.05

存貨周轉率（次 /年） 3.563.563.563.56 3.52 3.37

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萬元） 182,599.81182,599.81182,599.81182,599.81 151,552.52 72 ,888 .99

利息保障倍數 31 .6931 .6931 .6931 .69 33 .16 19 .88

每股經營活動現金淨流量（元） 0.610.610.610.61 0.70 0.27

每股淨現金流量（元） 0.220.220.220.22 0.26 -0 .12

無形資產（扣除土地使用權、

水面養殖權和採礦權等後）佔
0.00%0.00%0.00%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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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中國上海， 2012 年 4 月 24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梁信軍先生、汪群斌先生、范偉先生 、
丁國其先生、秦學棠先生及吳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本仁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章晟曼先生，閻焱先生及張化橋先生。

淨資產的比例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42 .10%42.10%42.10%42.10% 41 .86% 2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40.740.740.74 0.6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