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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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一季度報告

茲 提 述 本 公 司 日 期 為2015年5月22日、2016年5月27日、2016年7月27日、
2016年 9月 13日、2016年 9月 22日、2016年 9月 26日、2016年 9月 28日、2017年
5月26日、2017年7月12日、2017年7月14日、2017年7月18日、2017年8月30日、
2017年 10月 11日、2017年 10月 13日、2017年 10月 17日、2018年 2月 5日、2018

年2月7日、2018年2月9日、2018年3月15日、2018年3月19日、2018年4月18日、
2018年4月20日及2018年4月24日的公告及日期為2015年4月2日、2016年4

月7日、2017年4月7日及2018年4月25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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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的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報告公告起至本公告日止，本公司已發行十三期。2017年度第十九期超
短期融資券於2017年10月23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5億元，面
值人民幣100元，期限54天，票面利率為4.36%。2017年度第二十期超短期
融資券於2017年10月26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2億元，面值人
民幣100元，期限 267天，票面利率為4.73%。2017年度第二十一期超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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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券於2017年11月10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5億元，面值人
民幣100元，期限 270天，票面利率為4.85%。2017年度第二十二期超短期
融資券於2017年11月23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5億元，面值人
民幣100元，期限 261天，票面利率為5.10%。2017年度第二十三期超短期
融資券於2017年11月30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2億元，面值人
民幣100元，期限 267天，票面利率為5.18%。2017年度第二十四期超短期
融資券於2017年12月6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6億元，面值人民
幣100元，期限 233天，票面利率為5.18%。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資券
於2018年1月24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5億元，面值人民幣100元，
期限122天，票面利率為 5.20%。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資券於 2018年1

月31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0億元，面值人民幣100元，期限13天，
票面利率為 4.04%。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資券於 2018年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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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天，票面利
率為 5.18%。2018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資券於 2018年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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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天，票面利率為5.00%。
2018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資券於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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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天，票面利率為 5.06%。2018年度
第六期超短期融資券於2018年3月15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6億元，
面值人民幣100元，期限 253天，票面利率為5.10%。2018年度第七期超短
期融資券於2018年3月20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6億元，面值人
民幣100元，期限241天，票面利率為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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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9日本公司獲批在由該日起計24個月內公開發行面值總額不
超過人民幣200億元的公司債券。2018年度第一期公司債券於2018年2月
8日完成發行，實際發行規模人民幣5億元，面值為人民幣100元，期限3年，
票面利率為5.50%。2018年度第二期公司債券於2018年3月16日完成發行，
實際發行規模人民幣 20億元，面值為人民幣 100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
為5.37%。2018年度第三期公司債券於2018年4月23日完成發行，實際發
行規模人民幣12億元，其中：品種一發行規模為人民幣8億元，面值為人
民幣100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為4.59%；品種二發行規模為人民幣4億元，
面值為人民幣100元，期限5年，票面利率為 4.78%。

載有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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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 有 上 述 公 司 債 券 發 行 詳 情 的 相 關 文 件，可 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mpany/）閱覽。

根 據 中 國 相 關 法 規，本 公 司 的 季 度 業 績 須 於 上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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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中期業績和年
度業績須於上述公司債券存續期間內刊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以下為本集團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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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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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23,630,253,944.27 17,545,341,794.6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5,750,411,175.86 2,878,711,136.18

應收票據 14,695,463,864.29 14,908,253,104.58

應收賬款 40,137,659,009.81 39,619,683,813.03

預付款項 17,831,580,763.58 17,440,831,411.58

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48,640,901.23 46,756,968.73

其他應收款 15,055,502,868.63 14,828,473,777.69

存貨 17,420,127,723.04 16,381,022,028.63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20,000,000.00 41,090,304.63

其他流動資產 2,801,047,673.54 3,220,180,942.90  

流動資產合計 137,390,687,924.25 126,910,345,2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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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66,453,321.35 3,347,105,904.78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264,485,511.22 268,797,083.52

長期股權投資 10,576,157,021.54 10,375,061,695.13

投資性房地產 298,748,824.95 303,024,305.94

固定資產 118,230,172,105.96 119,558,832,152.76

在建工程 10,753,541,777.05 10,213,902,599.24

工程物資 240,399,208.76 259,155,357.74

固定資產清理
無形資產 23,296,514,682.24 23,380,278,141.95

開發支出 89,393,292.37 87,482,700.14

商譽 44,597,440,191.05 44,597,440,191.05

長期待攤費用 2,301,290,725.22 2,291,408,093.77

遞延所得稅資產 4,450,050,666.51 4,519,288,225.22

其他非流動資產 899,262,727.76 912,161,672.64  

非流動資產合計 216,363,910,055.98 220,113,938,123.88
  

資產總計 353,754,597,980.23 347,024,283,4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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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80,649,127,752.60 79,420,772,0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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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6,645,513.89 17,640,291,855.00

應付賬款 21,877,045,701.53 21,843,015,653.76

預收款項 3,796,435,071.68 3,664,633,871.48

應付職工薪酬 612,180,371.67 675,452,614.62

應交稅費 2,682,322,909.76 4,575,109,932.18

應付利息 459,576,059.03 507,643,170.43

應付股利 244,323,494.14 260,441,102.98

其他應付款 13,618,976,727.18 14,181,844,093.85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22,458,218,874.62 23,714,061,703.71

其他流動負債 42,731,884,419.69 36,680,786,756.48  

流動負債合計 206,536,736,895.79 203,164,052,806.46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20,505,389,027.98 21,286,900,253.15

應付債券 27,300,065,993.96 24,611,959,925.22

長期應付款 9,624,312,708.78 9,397,996,709.74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專項應付款 45,677,161.49 45,748,672.20

預計負債 203,638,653.79 213,918,649.31

遞延收益 743,681,156.74 795,923,262.66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28,389,040.78 2,052,875,671.93

其他非流動負債 104,837,611.11 56,546,501.20  

非流動負債合計 60,455,991,354.63 58,461,869,645.41
  

負債合計 266,992,728,250.42 261,625,922,4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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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1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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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0,116,600.00 16,390,116,600.00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16,390,116,600.00 16,390,116,600.00

資本公積 6,024,397,278.55 6,007,661,554.88

減：庫存股
其他綜合收益 -60,844,243.88 -96,399,193.68

其中：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117,106,551.14 -98,368,560.95

專項儲備 51,355,896.66 45,546,664.84

盈餘公積 1,435,292,657.15 1,434,341,657.15

未分配利潤 33,528,739,623.77 32,675,836,044.65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62,768,084,074.25 61,856,129,589.84

少數股東權益 23,993,785,655.56 23,542,231,364.73  

所有者權益合計 86,761,869,729.81 85,398,360,954.57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353,754,597,980.23 347,024,283,4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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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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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經重述）

一 . 營業總收入 26,033,040,292.13 20,868,586,962.43
其中：營業收入 26,033,040,292.13 20,868,586,962.43

二 . 營業總成本 24,561,510,975.38 21,393,808,050.12
其中： 營業成本 18,448,859,145.14 16,313,421,186.57

營業稅金及附加 346,012,705.73 165,528,691.72
銷售費用 1,408,563,693.90 1,226,639,249.33
管理費用 1,817,784,465.63 1,427,537,524.98
財務費用 2,539,728,661.36 2,262,135,085.47
資產減值損失 562,303.62 -1,453,687.95
其他

加：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34,297,247.74 404,914,178.18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381,268,325.12 277,684,069.09
資產處置收益 
（損失以「-」號填列） -382,144.47 -4,355,939.43
其他收益 103,915,995.39 131,601,147.82

三 .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1,990,628,740.53 284,622,367.97
加： 營業外收入 49,656,844.94 131,487,064.86
減： 營業外支出 79,974,997.82 77,565,189.88

四 .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1,960,310,587.65 338,544,242.95
減： 所得稅費用 614,716,316.17 53,618,803.03

五 .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345,594,271.48 284,925,439.92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908,147,519.11 188,754,626.44
少數股東損益 437,446,752.37 96,170,813.48
持續經營損益 1,345,594,271.48 284,925,439.92
終止經營損益

註： 因同一控制下合併及會計準則變更要求對上年同期報表進行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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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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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經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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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89,906,298.61 22,162,089,808.51

收到的稅費返還 322,501,674.63 396,786,484.80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418,291,360.95 2,072,743,985.76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8,230,699,334.19 24,631,620,279.07

購買商品、接收勞務支付的現金 18,072,630,171.05 16,486,267,906.67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 

現金 2,386,033,637.00 2,111,114,130.12

支付的各項稅費 2,773,834,349.72 2,080,650,618.25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100,873,120.60 2,128,691,993.81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5,333,371,278.37 22,806,724,648.85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897,328,055.82 1,824,895,6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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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經重述）

二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3,546,080,803.84 2,615,121,777.38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62,711,197.92 44,233,8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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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8,193.12 305,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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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4,570,194.88 2,659,661,029.87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1,211,507,887.23 888,090,343.19

投資支付的現金 3,240,839,498.50 2,288,203,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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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2,347,385.73 3,176,293,654.48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837,777,190.85 -516,632,6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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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經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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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43,396,257.52 58,541,419,035.06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624,852,393.54 1,542,486,803.36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58,668,248,651.06 60,083,905,838.42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50,173,470,048.47 49,139,364,426.84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支
付的現金 2,861,123,283.05 3,050,988,706.74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776,613,656.69 1,790,041,410.56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54,811,206,988.21 53,980,394,544.14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857,041,662.85 6,103,511,294.28

四 .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

影響 -21,744,040.14 -740,630.15

五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5,894,848,487.68 7,411,033,669.74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9,355,280,740.06 11,174,095,713.22

六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5,250,129,227.74 18,585,129,382.96

註： 因同一控制下合併對上年同期報表進行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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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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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3,207,209,082.99 1,446,037,200.3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資產 470,317,844.99 316,617,8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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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69,557,902.14 70,592,670,5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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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47,084,830.12 72,355,325,5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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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28,51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31,124,925,392.11 30,950,504,805.55

投資性房地產
固定資產 1,237,955,576.05 1,249,925,5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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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2,880,968.16 32,328,940,324.18 
  

資產總計 112,209,965,798.28  104,684,265,9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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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4,400,000,000.00 15,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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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1,050.33 1,695,801.93

應交稅費 5,465,090.24 5,809,758.88

應付利息 23,914,136.88 23,562,224.20

應付股利
其他應付款 6,374,526,342.04 6,364,212,588.79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4,506,038,550.21 4,483,539,048.95

其他流動負債 25,249,596,182.54 20,429,859,298.42  

流動負債合計 50,561,291,352.24 46,408,678,721.17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3,710,000,000.00 3,200,000,000.00

應付債券 21,980,359,180.28 19,281,020,9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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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90,359,180.28 22,481,020,966.34
  

負債合計 76,251,650,532.52 68,889,699,6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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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1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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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0,116,600.00 16,390,116,600.00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16,390,116,600.00 16,390,116,600.00

資本公積 6,764,660,507.29 6,764,660,507.29

減：庫存股
其他綜合收益 -77,804,367.90 -68,294,367.90

其中：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1,435,292,657.15 1,434,341,657.15

未分配利潤 6,047,023,607.22 5,874,715,569.89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35,958,315,265.76 35,794,566,228.43

少數股東權益   

所有者權益合計 35,958,315,265.76 35,794,566,228.43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112,209,965,798.28 104,684,265,9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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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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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一 . 營業總收入 43,986,695.76 6,570,439.33
其中： 營業收入 43,986,695.76 6,570,439.33

二 . 營業總成本 87,938,640.84 42,180,608.20
其中： 營業收入

營業稅金及附加 539,018.08 39,422.64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46,587,670.29 40,242,464.35
財務費用 40,811,952.47 1,898,721.21
資產減值損失
其他

加：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損失以「-」號填列） 35,700,000.00 24,000,000.00
投 資收益 
（損失以「-」號填列） 178,133,403.22 123,116,610.00
資 產處置收益 
（損失以「-」號填列）
其他收益

三 .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169,881,458.14 111,506,441.13
加： 營業外收入 798,859.02
減： 營業外支出 6,931,279.83 8,063,880.20

四 .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
填列） 163,749,037.33 103,442,560.93

減： 所得稅費用

五 .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63,749,037.33 103,442,560.93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 
淨利潤 163,749,037.33 103,442,560.93

少數股東損益
持續經營損益 163,749,037.33 103,442,560.93
終止經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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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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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3月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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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959.02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52,758,519.49 323,721,942.92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53,544,478.51 323,721,9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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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5,774.05 17,290,955.94

支付的各項稅費 14,130,075.09 8,204,239.99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5,117,392,355.08 3,063,937,591.69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5,150,178,204.22 3,089,432,787.6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096,633,725.71 -2,765,710,8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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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8年1–3月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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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2,8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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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2,816.66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
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576,787.00 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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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787.00 790.0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3,646,029.66 -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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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0,000,000.00 18,800,000,000.00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3,310,000,000.00 18,800,000,000.00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16,107,000,000.00 12,847,067,118.90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支付
的現金 353,228,113.28 171,592,326.16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5,612,308.00 28,828,901.00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6,465,840,421.28 13,047,488,346.06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844,159,578.72 5,752,511,65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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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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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1,171,882.67 2,986,800,019.24

加：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896,037,200.32 324,898,990.56

六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657,209,082.99 3,311,699,0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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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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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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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詠新先生及陶錚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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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