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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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報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
日、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二零一六年九
月二十二日、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公
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及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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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2016年4月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統一註冊債務融資工具DFI（包
含超短期融資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和永續中期票據），分類別分期
發行。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已發行六期。2016年度第四期永續中期票據
於2016年11月17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 20億元，面值人民幣 100

元，期限 5＋N年，票面年利率為4.30%。2017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資券於
2017年1月11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30億元，面值人民幣100元，
期限247天，票面年利率為3.90%。2017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資券於2017年
2月13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 25億元，面值人民幣100元，期限
255天，票面年利率為4.00%。2017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資券於2017年3月6

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 20億元，面值人民幣 100元，期限 249天，
票面年利率為4.00%。2017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資券於2017年3月9日完成
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20億元，面值人民幣100元，期限184天，票面年
利率為4.10%。2017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資券於2017年4月10日完成發行，
本金總額為人民幣 20億元，面值人民幣100元，期限61天，票面年利率為
3.90%。

載有上述永續中期票據及超短期融資券發行詳情的相關文件，可在中國貨幣
網（http://www.chinamoney.com.cn）及上海清算所網站（http://www.shclearing.com） 
閱覽。

根 據 中 國 相 關 法 規，本 公 司 的 季 度 業 績 須 於 中 期 票 據、永 續 中 期 票
據 及 超 短 期 融 資 券 存 續 期 間 內 刊 登 在 中 國 貨 幣 網、中 國 債 券 信 息 網
（http://www.chinabond.com.cn）及上海清算所網站。

以下為本集團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度根據中
國會計準則而編製的財務資料，有關財務資料同時刊登在中國貨幣網、
中國債券資訊網及上海清算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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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集團合併財務資料

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2017年3月31日

單位名稱：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元

資產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25,534,239,055.06 18,224,408,178.1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
益的金融資產 3,065,452,131.15 2,692,940,925.28

應收票據 11,371,333,203.40 10,541,208,363.46

應收賬款 37,899,487,027.43 38,238,520,488.63

預付款項 13,284,453,582.69 15,160,971,238.67

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45,772,759.97 48,838,518.95

其他應收款 23,279,290,802.98 22,932,245,179.48

存貨 16,427,079,755.37 15,204,778,114.44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25,000,000.00

其他流動資產 2,261,166,459.65 2,829,965,321.91

流動資產合計 133,168,274,777.70 125,898,876,3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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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295,368,384.18 3,080,072,064.76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259,669,867.21 275,156,915.69

長期股權投資 10,812,465,414.18 10,807,077,031.26

投資性房地產 298,267,355.53 315,660,382.86

固定資產 118,601,071,597.45 118,967,067,284.16

在建工程 8,630,588,381.27 8,604,927,439.85

工程物資 41,290,595.79 73,623,645.35

固定資產清理
無形資產 22,109,821,916.76 22,093,810,765.03

開發支出 99,879,836.53 95,756,585.93

商譽 42,519,341,801.59 42,519,341,801.59

長期待攤費用 2,278,261,115.28 2,208,774,800.62

遞延所得稅資產 4,780,765,026.38 4,611,693,904.72

其他非流動資產 971,645,040.11 999,826,688.39

非流動資產合計 214,698,436,332.26 214,652,789,310.21

資產總計 347,866,711,109.96 340,551,665,639.16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宋志平 陳學安 裴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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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90,507,588,065.37 82,340,848,059.0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
益的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12,899,372,174.23 13,200,301,105.16

應付賬款 21,371,589,334.18 21,378,518,720.69

預收款項 3,854,102,074.23 3,087,897,622.87

應付職工薪酬 599,354,303.02 682,881,969.21

應交稅費 2,510,776,635.85 3,434,178,626.66

應付利息 403,051,157.73 518,517,147.58

應付股利 257,443,262.18 307,724,886.37

其他應付款 14,838,707,802.90 14,100,625,463.59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21,348,808,372.16 22,209,231,054.65

其他流動負債 38,218,923,366.16 41,515,571,528.37

流動負債合計 206,809,716,548.01 202,776,296,184.21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22,873,844,478.77 20,268,852,051.32

應付債券 23,552,968,682.67 23,247,379,100.49

長期應付款 15,708,223,930.98 15,493,879,762.32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專項應付款 60,852,878.63 49,129,936.35

預計負債 264,581,837.55 265,604,951.97

遞延收益 710,323,351.98 788,355,448.6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73,909,528.24 1,966,471,185.80

其他非流動負債 29,397,916.64 109,170,079.37

非流動負債合計 65,174,102,605.46 62,188,842,516.25

負債合計 271,983,819,153.47 264,965,138,7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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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股本） 5,399,026,262.00 5,399,026,262.00

其他權益工具 11,907,366,600.00 11,907,366,600.00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11,907,366,600.00 11,907,366,600.00

資本公積 5,991,081,334.64 5,991,081,334.64

減：庫存股
其他綜合收益 -330,468,033.40 -475,780,875.69

其中：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102,784,348.25 -107,557,894.42

專項儲備 30,413,614.77 26,729,901.51

盈餘公積 1,293,857,653.84 1,293,857,653.84

未分配利潤 29,972,971,812.25 29,783,916,215.29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54,264,249,244.10 53,926,197,091.59

少數股東權益 21,618,642,712.39 21,660,329,847.11

所有者權益合計 75,882,891,956.49 75,586,526,938.70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347,866,711,109.96 340,551,665,639.16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宋志平 陳學安 裴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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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單位名稱：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一 . 營業總收入 20,867,693,481.16 18,983,267,452.89

其中：營業收入 20,867,693,481.16 18,983,267,452.89

二 . 營業總成本 21,392,547,345.81 19,006,468,867.73

其中：營業成本 16,312,743,728.40 14,538,017,909.60

營業稅金及附加 165,518,248.94 126,538,278.65

銷售費用 1,226,600,307.01 1,005,121,803.75

管理費用 1,427,003,663.94 1,183,593,386.33

財務費用 2,262,135,085.47 2,158,490,222.10

資產減值損失 -1,453,687.95 -5,292,732.70

其他
加： 公 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404,914,178.18 -311,096,066.62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277,684,069.09 149,180,650.22

三 .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157,744,382.62 -185,116,831.24

加： 營業外收入 263,110,448.25 443,599,977.85

減： 營業外支出 81,943,364.88 70,852,280.92

四 .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338,911,465.99 187,630,865.69

減： 所得稅費用 53,618,803.03 -2,425,039.14

五 .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285,292,662.96 190,055,904.83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189,055,596.96 160,001,456.72

少數股東損益 96,237,066.00 30,054,448.11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宋志平 陳學安 裴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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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單位名稱：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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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58,184,540.51 21,077,271,880.19

收到的稅費返還 396,786,484.80 484,463,554.82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071,490,833.86 2,126,252,816.57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4,626,461,859.17 23,687,988,251.58

購買商品、接收勞務支付的現金 16,484,981,896.50 16,174,837,652.36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2,111,006,494.13 2,040,015,756.16

支付的各項稅費 2,080,605,100.25 2,128,656,692.69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128,373,996.88 2,190,625,682.09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2,804,967,487.76 22,534,135,783.3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821,494,371.41 1,153,852,468.28

二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2,615,121,777.38 1,347,382,325.78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44,233,854.49 32,139,579.19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
期資產所收回的現金淨額 305,398.00 13,414,949.36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回的
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659,661,029.87 1,392,936,8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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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
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888,090,343.19 1,410,139,516.81

投資支付的現金 2,288,203,311.29 1,530,207,318.7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
現金淨額 27,440,000.00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176,293,654.48 2,967,786,835.51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16,632,624.61 -1,574,849,981.18

三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3,000,485.67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58,541,419,035.06 50,600,801,562.78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542,486,803.36 974,706,485.28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60,083,905,838.42 51,578,508,533.73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49,139,364,426.84 41,365,292,895.30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支付
的現金 3,050,988,706.74 2,502,494,230.17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785,291,410.56 1,528,877,015.88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53,975,644,544.14 45,396,664,141.35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108,261,294.28 6,181,844,392.38

四 .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 

影響 -740,630.15 -9,498,562.58

五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7,412,382,410.93 5,751,348,316.90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1,172,684,280.21 11,718,058,738.32

六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8,585,066,691.14 17,469,407,055.22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宋志平 陳學安 裴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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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財務資料

資產負債表

於2017年3月31日

單位名稱：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元

資產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3,311,699,009.80 324,898,990.5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
益的金融資產 264,900,000.00 240,900,000.00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預付款項
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其他應收款 66,647,338,084.62 63,238,779,702.25

存貨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合計 70,223,937,094.42 63,804,578,692.81



– 11 –

資產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365,526.00 6,252,555.00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30,657,881,843.13 30,534,765,233.13

投資性房地產
固定資產 1,284,120,334.15 1,296,569,544.15

在建工程
工程物資
固定資產清理
無形資產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產
其他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合計 31,948,367,703.28 31,837,587,332.28

資產總計 102,172,304,797.70 95,642,166,025.09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宋志平 陳學安 裴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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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8,400,000,000.00 13,400,120,000.0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
益的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應付賬款
預收款項
應付職工薪酬 1,787,207.74 1,850,336.43

應交稅費 7,353,406.15 9,528,983.57

應付利息 24,627,083.34 16,463,831.05

應付股利
其他應付款 4,437,044,078.16 4,390,556,815.95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8,110,338,682.85 8,110,338,682.85

其他流動負債 17,671,357,622.08 18,267,358,511.71

流動負債合計 48,652,508,080.32 44,196,217,161.56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4,190,000,000.00 2,490,000,000.00

應付債券 18,472,843,814.17 18,202,551,492.25

長期應付款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專項應付款
預計負債
遞延收益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662,843,814.17 20,692,551,492.25

負債合計 71,315,351,894.49 64,888,768,6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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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股本） 5,399,026,262.00 5,399,026,262.00

其他權益工具 11,907,366,600.00 11,907,366,600.00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11,907,366,600.00 11,907,366,600.00

資本公積 6,751,975,219.04 6,751,975,219.04

減： 庫存股
其他綜合收益 -43,733,061.96 -43,846,032.96

其中：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1,293,857,653.84 1,293,857,653.84

未分配利潤 5,548,460,230.29 5,445,017,669.36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30,856,952,903.21 30,753,397,371.28

少數股東權益
所有者權益合計 30,856,952,903.21 30,753,397,371.28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102,172,304,797.70 95,642,166,025.09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宋志平 陳學安 裴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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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表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單位名稱：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一 . 營業總收入 6,570,439.33 127,477,570.77

其中：營業收入 6,570,439.33 127,477,570.77

二 . 營業總成本 42,180,608.20 -47,059,494.15

其中：營業成本
營業稅金及附加 39,422.64 7,138,743.98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40,242,464.35 35,362,615.85

財務費用 1,898,721.21 -89,560,853.98

資產減值損失
其他

加：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24,000,000.00 -31,800,000.00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123,116,610.00 97,355,877.39

三 .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111,506,441.13 240,092,942.31

加： 營業外收入
減： 營業外支出 8,063,880.20 4,371,654.70

四 .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103,442,560.93 235,721,287.61

減： 所得稅費用

五 .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03,442,560.93 235,721,287.61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103,442,560.93 235,721,287.61

少數股東損益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宋志平 陳學安 裴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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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單位名稱：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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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稅費返還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23,721,942.92 108,056,710.35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323,721,942.92 108,056,710.35

購買商品、接收勞務支付的現金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17,290,955.94 4,651,861.22

支付的各項稅費 8,204,239.99 15,124,663.38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063,937,591.69 3,289,235,930.10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089,432,787.62 3,309,012,454.7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765,710,844.70 -3,200,955,7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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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二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
期資產所收回的現金淨額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回的
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
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790.00 8,593,8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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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790.00 8,593,871.55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90.00 -8,593,8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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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三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18,800,000,000.00 7,670,000,000.00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8,800,000,000.00 7,670,000,000.00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12,847,067,118.90 3,512,677,595.63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 

 支付的現金 171,592,326.16 66,547,430.56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8,828,901.00 33,333,145.00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3,047,488,346.06 3,612,558,171.19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752,511,653.94 4,057,441,8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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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6,800,019.24 847,892,212.91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24,898,990.56 1,673,227,414.31

六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311,699,009.80 2,521,119,627.22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宋志平 陳學安 裴鴻雁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IVA部作出。本公告所載的財務資料乃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
且並未經審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的證券時須審慎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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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以下詞彙具有下述意義：

「本公司」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
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中國會計準則」 中國頒佈的相關會計原則及財務規則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統一註冊債務融資 

工具DFI」
本公司於2016年4月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統一
註冊債務融資工具DFI，向金融機構（中國法律
或法規禁止認購者除外）分類別分期發行，可於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中有關金融機構之間流通
的超短期融資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和永
續中期票據。截至本公告日，已發行六期。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常張利

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宋志平先生、曹江林
先生、彭壽先生、崔星太先生及常張利先生，非執行董事郭朝民先生、 

陳咏新先生及陶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燕軍先生、劉劍文先生、
周放生先生、錢逢勝先生及夏雪女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