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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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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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劵之邀請或要約。

2 0 1 2年第三季度報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
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1.3 公司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公司負責人姓名 鄧 強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姓名 鞏 君
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姓名 鞏 君

公司負責人鄧強、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鞏 君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
人員）鞏 君聲明：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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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度

期末增減

（%）

總資產（千元） 29,193,261.00 27,050,441.00 7.92

所有者權益
 （或股東權益）（千元）

2,905,416.00 4,075,108.00 -28.7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每股淨資產（元╱股）

1.68 2.35 -28.51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1-9月）
比上年

同期增減

（%）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千元）

1,947,489.00 不適用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元╱股）

1.12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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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

（7-9月）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1-9月）

本報告期

比上年

同期增減

（%）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千元）

-521,761.00 -1,169,806.00 -9,102.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1 -0.675 -10,133.33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2 -0.676 -15,200.00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301 -0.675 -10,133.33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165 -0.149 減少0.265個
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165 -0.150 減少0.245個
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

期末金額（1-9月）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088

越權審批，或無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發性的稅收返還、減免 1,500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
 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
 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909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695

環保搬遷發生的實際額外支出 -163,739

無償使用重鋼集團相關資產應計量的相關資產使用費 162,739

所得稅影響額 -189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271

合計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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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報告期末股東總人數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94,520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有

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種類

重慶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800,8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HKSCC NOMINEES LIMITED 526,206,270 境外上市外資股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轉持二戶 35,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白計平 2,310,000 人民幣普通股
周 勇 1,6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王明學 1,502,100 人民幣普通股
辛 渝 1,073,600 人民幣普通股
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戶
 信用交易擔保證券賬戶 1,000,694 人民幣普通股
徐 寅 907,298 人民幣普通股
IP KOW 725,200 境外上市外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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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3  適用  不適用

1. 本集團前三季度利潤總額虧損人民幣1,169,789千元，較上年同期由盈
變虧，主要原因一是受宏觀經濟影響，鋼材市場持續低迷，售價出現
大幅下跌，雖鐵礦石、煤炭等大宗原燃料價格也隨之下跌以及本集團
推進的一系列對標挖潛，降本增效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不足以抵
減售價的降幅；二是財務費用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346,282千元，主
要是因環保搬遷， 負債規模相對擴大，導致利息支出以及銀行承兌匯
票貼息支出增加；三是營業外收入較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176,681千元，
主要是重鋼集團授權本集團無償使用長壽新區鋼鐵冶煉相關資產協議
於2012年3月31日到期。

2. 其他應收款的增加和固定資產清理的減少主要是隨著大渡口老區資產
清理處置的逐步推進，應收重鋼集團因環保搬遷發生的固定資產減損
金額增加。

3. 應付票據和應付賬款的增加主要是應付原料款及工程款增加。

4. 應付利息的增加主要是計提公司債利息。

5. 本集團加強資金收支管理，嚴格控制存貨資金佔用，積極拓寬融資渠道，
開源節流，當期經營活動現金流淨增加人民幣1,947,489千元；調整資
產負債結構，歸還融資租賃及銀行借款，籌資活動現金流淨支出人民
幣1,379,584千元；支付環保搬遷工程性費用人民幣人民幣788,225千元。
三項活動相抵，本集團當期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人民幣220,3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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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3  適用  不適用

1. 於2012年7月3日，本集團董事會通過決議對全資子公司重慶鋼鐵集團
電子有限責任公司進行增資人民幣11,546千元，本次增資後，電子公司
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2,172千元。

2. 於2012年7月6日，本集團發起設立了全資子公司靖江重鋼華東商貿有
限公司。

3. 截止2012年9月30日，本集團「其他應收款——重鋼集團」餘額人民幣
1,499,776千元。

根據重鋼集團承諾「對你公司因環保搬遷發生的固定資產減損按其停產時
的賬面價值減去處置淨收益後的賬面淨損失予以補償」，本公司截止2012年
9月30日應收重鋼集團因環保搬遷發生的固定資產減損人民幣1,849,245千元，
基於重組方案安排，就本集團目前仍在使用標的資產之事實，為合理反映
本集團使用標的資產的成本及未來標的資產交割時對標的資產價值的調整，
本集團應在過渡期內按標的資產折舊（攤銷）額計提應付重鋼集團資產使用
費，待重組交易完成時對沖減少標的資產的入賬價值。本集團於2012年4

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間，計提應付重鋼集團的標的資產使用費人民幣
349,469千元。

3.3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3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
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3  適用  不適用

本集團管理層認為四季度鋼鐵行業難以出現根本性好轉，預計2012年將繼
續出現經營性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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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中長期
分紅規劃》並對《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相
應條款進行了修改。本次章程修改對利潤分配的基本原則、利潤分配的形式、
利潤分配的條件、利潤分配方案的研究論證程序和決策機制以及利潤分配
政策的調整等作了詳細的規定。

2012年本公司上半年仍出現較大額度虧損，董事會建議：2012年上半年不
進行利潤分配。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鄧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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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錄

4.1 合併資產負債表
2012年9月30日

編製單位：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650,438 2,325,290

 結算備付金
 拆出資金
 交易性金融資產
 應收票據 1,023,782 1,417,422

 應收賬款 886,189 697,365

 預付款項 624,015 651,251

 應收保費
 應收分保賬款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其他應收款 1,654,620 264,008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存貨 8,489,563 6,603,218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564,157 415,137

 流動資產合計 14,892,764 12,37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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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資產：

 發放委託貸款及墊款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5,000 5,000

 投資性房地產
 固定資產 8,375,632 7,344,844

 在建工程 3,365,262 3,252,903

 工程物資 1,164,373 1,537,078

 固定資產清理 851,414 2,026,600

 生產性生物資產
 油氣資產
 無形資產 395,788 402,297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產 23,528 23,528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9,500 84,500

 非流動資產合計 14,300,497 14,676,750

 資產總計 29,193,261 27,05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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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4,974,632 4,048,189

 向中央銀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業存放
 拆入資金
 交易性金融負債 5,369 23,713

 應付票據 1,055,000 555,000

 應付賬款 8,160,337 4,808,932

 預收款項 1,765,219 1,420,140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應付手續費及佣金
 應付職工薪酬 154,976 182,429

 應交稅費 9,475 8,978

 應付利息 166,283 36,733

 應付股利
 其他應付款 442,288 420,746

 應付分保賬款
 保險合同準備金
 代理買賣證券款
 代理承銷證券款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3,840,097 4,762,143

 其他流動負債 8,194 7,683

 流動負債合計 20,581,870 16,27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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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772,000 1,056,600

 應付債券 1,970,405 1,966,848

 長期應付款 2,547,333 3,254,896

 專項應付款
 預計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250,221 256,296

 非流動負債合計 5,539,959 6,534,640

 負債合計 26,121,829 22,809,326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1,733,127 1,733,127

 資本公積 1,109,163 1,109,163

 減：庫存股
 專項儲備 1,024 1,560

 盈餘公積 605,633 605,633

 一般風險準備
 未分配利潤 -543,531 625,625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2,905,416 4,075,108

 少數股東權益 166,016 166,007

 所有者權益合計 3,071,432 4,241,115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29,193,261 27,050,441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鄧 強 鞏 君 鞏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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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資產負債表

2012年9月30日

編製單位：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461,365 2,205,461

 交易性金融資產
 應收票據 1,022,182 1,408,423

 應收賬款 857,538 764,131

 預付款項 261,402 463,970

 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11,546

 其他應收款 1,614,108 259,427

 存貨 8,474,994 6,568,691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544,660 404,801

 流動資產合計 14,236,249 12,08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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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347,590 286,044

 投資性房地產
 固定資產 8,323,323 7,283,818

 在建工程 2,582,699 2,750,191

 工程物資 1,164,373 1,537,078

 固定資產清理 846,538 2,026,600

 生產性生物資產
 油氣資產
 無形資產 316,566 321,823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產 22,520 22,52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9,500 84,500

 非流動資產合計 13,723,109 14,312,574

 資產總計 27,959,358 26,399,024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4,769,632 3,942,189

 交易性金融負債 5,369 23,713

 應付票據 1,055,000 560,000

 應付賬款 7,972,851 4,465,026

 預收款項 1,528,114 1,417,302

 應付職工薪酬 150,923 178,508

 應交稅費 7,336 7,167

 應付利息 166,283 36,733

 應付股利
 其他應付款 453,708 422,437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3,808,515 4,762,143

 其他流動負債 7,714 7,684

 流動負債合計 19,925,445 15,82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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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572,000 1,056,600

 應付債券 1,970,405 1,966,848

 長期應付款 2,378,915 3,254,896

 專項應付款
 預計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227,669 232,902

 非流動負債合計 5,148,989 6,511,246

 負債合計 25,074,434 22,334,148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1,733,127 1,733,127

 資本公積 1,140,611 1,140,611

 減：庫存股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575,654 575,654

 一般風險準備
 未分配利潤 -564,468 615,484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2,884,924 4,064,876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總計 27,959,358 26,399,024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鄧 強 鞏 君 鞏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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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併利潤表

編製單位：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本期金額

(7-9月）
上期金額

(7-9月）

年初至報告
期期末金額

(1-9月）

上年年初
至報告期
期末金額

(1-9月）

一. 營業總收入 3,985,008 6,337,469 14,267,050 19,376,759

 其中： 營業收入 3,985,008 6,337,469 14,267,050 19,376,759

  利息收入
  已賺保費
  手續費
   及佣金收入

二. 營業總成本 4,510,085 6,464,955 15,620,300 19,699,973

 其中： 營業成本 3,916,988 5,910,239 13,939,607 18,243,196

  利息支出
  手續費
   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賠付支出淨額
  提取保險合同
   準備金淨額
  保單紅利支出
  分保費用
  營業稅金及附加 3,154 9,160 8,829 23,995

  銷售費用 92,549 95,616 284,473 292,989

  管理費用 166,051 267,615 513,385 611,996

  財務費用 331,343 182,252 874,006 527,724

  資產減值損失 73 73

 加： 公允價值變動
   收益（損失
   以「－」號填列）
  投資收益（損失
   以「－」號填列） 2,039 1,808 18,344 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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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對聯營企業
   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匯兌收益
   （損失以「－」號
   填列）

三. 營業利潤
  （虧損以「－」號填列） -523,038 -125,678 -1,334,906 -319,410

 加： 營業外收入 870 132,421 166,725 343,406

 減： 營業外支出 -409 584 1,608 2,734

 其中： 非流動資產
   處置損失

四.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
  以「－」號填列） -521,759 6,159 -1,169,789 21,262

 減： 所得稅費用 2 355 8 1,338

五. 淨利潤（淨虧損
  以「－」號填列） -521,761 5,804 -1,169,797 19,924

 歸屬於母公司
  所有者的淨利潤 -521,761 5,796 -1,169,806 19,916

 少數股東損益 8 9 8

六. 每股收益：
 （一） 基本每股收益 -0.301 0.003 -0.675 0.012

 （二） 稀釋每股收益 -0.301 0.003 -0.675 0.012

七. 其他綜合收益

八. 綜合收益總額 -521,761 5,804 -1,169,797 19,924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
  的綜合收益總額 -521,761 5,796 -1,169,806 19,916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
  綜合收益總額 8 9 8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鄧 強 鞏 君 鞏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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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潤表

編製單位：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本期金額

(7-9月）
上期金額

(7-9月）

年初至
報告期

期末金額
(1-9月）

上年年初
至報告期
期末金額

(1-9月）

一. 營業收入 3,839,892 6,310,093 14,092,321 19,272,567

 減： 營業成本 3,787,806 5,902,488 13,808,908 18,197,116

  營業稅金及附加 861 6,309 1,979 15,194

  銷售費用 91,755 95,577 283,679 292,950

  管理費用 155,634 256,167 488,893 577,414

  財務費用 331,308 181,797 872,549 527,076

  資產減值損失
 加： 公允價值變動
   收益（損失
   以「－」號填列）
  投資收益（損失
   以「－」號填列） 2,039 1,808 18,344 3,804

 其中： 對聯營企業和
   合營企業的
   投資收益

二. 營業利潤（虧損
  以「－」號填列） -525,433 -130,437 -1,345,343 -333,379

 加： 營業外收入 741 132,419 166,195 343,366

 減： 營業外支出 252 553 804 2,703

 其中： 非流動資產
   處置損失 2 332 314 431

三.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
  以「－」號填列） -524,944 1,429 -1,179,952 7,284

 減： 所得稅費用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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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淨利潤（淨虧損
  以「－」號填列） -524,944 1,429 -1,179,952 6,406

五. 每股收益：
 （一） 基本每股收益 -0.302 0.001 -0.681 0.004

 （二） 稀釋每股收益 -0.302 0.001 -0.681 0.004

六. 其他綜合收益

七. 綜合收益總額 -524,944 1,429 -1,179,952 6,406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鄧 強 鞏 君 鞏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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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併現金流量表
2012年1-9月

編製單位：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年初至

報告期

期末金額

(1-9月）

上年年初
至報告期
期末金額

(1-9月）

一.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16,621,903 21,808,198

 客戶存款和同業存放款項淨增加額
 向中央銀行借款淨增加額
 向其他金融機構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
 收到再保險業務現金淨額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淨增加額
 收取利息、手續費及佣金的現金
 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回購業務資金淨增加額
 收到的稅費返還 150 5,047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907 167,718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6,625,960 21,980,963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13,908,418 21,867,823

 客戶貸款及墊款淨增加額
 存放中央銀行和同業款項淨增加額
 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款項的現金
 支付利息、手續費及佣金的現金
 支付保單紅利的現金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726,991 820,812

 支付的各項稅費 40,056 262,736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006 423,212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4,678,471 23,374,583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947,489 -1,39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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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15,000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3,804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和其他長期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111,323 11,438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
  收到的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8,838 20,810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40,161 51,052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928,386 1,240,411

 投資支付的現金
 質押貸款淨增加額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
  支付的現金淨額 82,954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11,928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928,386 1,535,293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88,225 -1,484,241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
  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4,786,743 5,449,641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
   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00,000 1,365,908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986,743 6,815,549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4,901,609 4,481,821

  分配股利、利潤
   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361,130 467,890

 其中： 子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的
   股利、利潤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
   有關的現金 1,103,588 3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366,327 4,949,714

  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379,584 1,865,835



— 21 —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220,320 -1,012,026

 加：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301,422 1,537,352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081,102 525,326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鄧 強 鞏 君 鞏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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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2012年1-9月

編製單位：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年初至

報告期

期末金額

(1-9月）

上年年初
至報告期
期末金額

(1-9月）

一.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16,174,383 21,774,378

 收到的稅費返還 5,047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117 9,314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6,177,500 21,788,739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13,491,947 21,820,809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671,959 748,131

 支付的各項稅費 28,358 250,439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675 400,406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4,193,939 23,219,785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983,561 -1,431,046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15,000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8,000 3,804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和其他長期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111,323 11,438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
  收到的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8,761 16,927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48,084 47,169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485,210 1,239,509

 投資支付的現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
  支付的現金淨額 61,546 8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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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546,756 1,322,463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98,672 -1,275,294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4,379,743 5,321,641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365,000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379,743 6,686,641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4,793,609 4,326,821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
  利息支付的現金 360,872 466,994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099,624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254,105 4,793,815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874,362 1,892,826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289,473 -813,514

 加：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181,593 1,290,146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892,120 476,632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鄧 強 鞏 君 鞏 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