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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郭文亮 董事 出差 高国华 

谢蔚 董事 出差 阮小江 

公司董事长俞亚鹏、总经理阮小江及总会计师冯元庆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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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51,026,276.75 1,821,106,419.44 -1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868,868.78 45,330,240.10 3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830,447.56 35,396,289.05 63.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9,750,638.29 27,856,043.01 473.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3 0.101 3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3 0.101 3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1.43%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888,152,213.85 5,027,502,342.55 -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77,370,657.03 3,317,501,788.25 1.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71,657.0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0,000.00  

违约赔偿收益 1,768,828.55  

其他 -142,343.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9,721.39  

合计 2,038,421.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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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91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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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峰 境内自然人 0.78% 3,500,00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2% 2,766,7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2,474,6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 MSCI 中

国 A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2,283,952    

湖北正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2,280,000 2,280,000 冻结 2,280,000 

中国银行－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2,064,286    

金凤钗 境内自然人 0.34% 1,546,929    

柯佳圻 境内自然人 0.27% 1,233,52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134,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620,000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26,618,480 人民币普通股 126,618,480 

李峰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66,746 人民币普通股 2,766,7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474,667 人民币普通股 2,474,6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 MSCI 中国 A 股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283,952 人民币普通股 2,283,952 

中国银行－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4,286 人民币普通股 2,064,286 

金凤钗 1,546,929 人民币普通股 1,546,929 

柯佳圻 1,233,523 人民币普通股 1,23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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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智富一号新型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1,221,404 人民币普通股 1,221,4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和“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同属“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金凤钗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46,929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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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39,373,005.84      11,293,490.75  249% 主要是预付材料采购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1,648,414.84      43,721,667.92  -73% 主要是应收出口退税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    7,847,498.85  -100% 主要是年初待抵扣增值税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247,145,812.71    142,574,669.87  73% 主要是中棒线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1,519,932.65      89,566,141.80  58% 主要是预付工程款增加 

预收款项    152,610,303.15      85,437,314.33  79% 主要是预收钢材销售款增加 

应交税费      17,137,474.87       7,133,765.89  140% 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 

利润表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4,545,183.34       2,437,763.47  86% 主要是本期增值税上交数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8,021,931.09      17,566,610.78  60% 主要是本期运输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70,169.63       2,350,813.62  -116%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540,485.61  11,716,076.16  -78% 主要是去年同期转回长账龄应付款所致 

利润总额      70,433,963.26      53,329,694.23  32% 主要是本期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565,094.48       7,999,454.13  32% 主要是本期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      59,868,868.78      45,330,240.10  32% 主要是本期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二、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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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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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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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5年 03月 25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嘉实基金、天弘基金、中国人寿

资产、兴业证券等 4 家机构共计

5 人。 

技改工程中棒线建设情况，2014

年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公司锻造

生产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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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93,027,955.59 530,586,426.8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02,483,210.99 500,373,762.30 

  应收账款 463,819,478.81 359,942,558.60 

  预付款项 39,373,005.84 11,293,4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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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8,414.84 43,721,667.9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795,317,899.43 1,003,023,033.72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0.00 7,847,498.85 

流动资产合计 2,205,669,965.50 2,456,788,438.9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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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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242,772,657.94 2,287,325,273.36 

  在建工程 247,145,812.71 142,574,66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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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96,188.38 21,800,161.8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447,656.67 29,447,656.6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1,519,932.65 89,566,141.8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82,482,248.35 2,570,713,903.56 

资产总计 4,888,152,213.85 5,027,502,342.5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00.00 265,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51,322,740.09 299,930,436.63 

  应付账款 574,857,480.95 812,519,165.87 

  预收款项 152,610,303.15 85,437,314.3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5,856,881.80 37,796,799.26 

  应交税费 17,137,474.87 7,133,7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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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3,587,700.00 3,587,700.00 

  其他应付款 35,780,498.42 48,341,7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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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4,000,000.00 135,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495,153,079.28 1,694,746,971.6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5,628,477.54 15,253,582.65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628,477.54 15,253,582.65 

负债合计 1,510,781,556.82 1,710,000,554.3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49,408,480.00 449,408,48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85,653,447.07 485,653,447.0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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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余公积 226,114,429.32 226,114,429.3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216,194,300.64 2,156,325,431.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377,370,657.03 3,317,501,788.25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77,370,657.03 3,317,501,788.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888,152,213.85 5,027,502,342.55 

董事长：俞亚鹏                          总经理：阮小江                       总会计师：冯元庆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551,026,276.75 1,821,106,419.44 

  其中：营业收入 1,551,026,276.75 1,821,106,419.4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482,990,456.10 1,779,463,726.45 

  其中：营业成本 1,365,907,774.32 1,680,664,8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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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5,183.34 2,437,763.47 

     销售费用 28,021,931.09 17,566,610.78 

     管理费用 84,885,736.98 76,443,653.62 

     财务费用 -370,169.63 2,350,8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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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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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8,035,820.65 41,642,692.99 

  加：营业外收入 2,540,485.61 11,716,076.1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571,657.06  

  减：营业外支出 142,343.00 29,074.9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0.00 7,074.5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0,433,963.26 53,329,694.23 

  减：所得税费用 10,565,094.48 7,999,454.1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9,868,868.78 45,330,240.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868,868.78 45,330,240.10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

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

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59,868,868.78 45,330,240.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9,868,868.78 45,330,240.1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33 0.1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33 0.101 

董事长：俞亚鹏                          总经理：阮小江                       总会计师：冯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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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金额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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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214,280.28 971,501,3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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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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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53,685.41 25,177,578.2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480,053.78 724,297.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13,548,019.47 997,403,251.0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20,921,409.54 835,010,37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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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81,388.88 93,831,345.17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774,477.25 24,221,872.0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120,105.51 16,483,611.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53,797,381.18 969,547,20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750,638.29 27,856,0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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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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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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94,316.21 9,244,6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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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1,294,316.21 9,244,630.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294,316.21 -9,244,6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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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307,033.68 3,257,3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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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07,033.68 3,257,350.6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307,033.68 -3,257,350.6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14,551.05 -1,004,987.1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836,160.55 14,349,075.1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5,418,131.71 71,666,873.5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4,581,971.16 86,015,9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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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 * * * * *  

完 

 

香港，二零一五年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常振明先生（董事長）、王炯先生、        
竇建中先生及張極井先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于貞生先生、楊晉明先生、
曹圃女士、劉中元先生及劉野樵先生；及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         
韓武敦先生、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及李富眞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