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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廖志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奕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812,323,095.50 13,743,252,410.00 7.7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4,840,027,600.12 4,752,645,536.81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8886 1.8545 1.8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1,533,272.23 1,389.9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2971 1,389.90

 
报告期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7,599,502.35 87,382,063.31 931.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81 0.0341 931.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0.0338 — 

稀释每股收益(元) 0.1981 0.0341 931.69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0.49 1.81 
增加 11.72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

益率(%) 
10.48 1.79 

增加 11.72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元）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999,904.14
税费补贴及环保项目财政

拨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404.20  

所得税影响额 -147,074.99  

合计 833,4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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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8,198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

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7,099,78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

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9,733,95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790,391 人民币普通股  
陈熙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华夏希

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749,906 人民币普通股  

柳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4,124,959 人民币普通股  

林春英 2,466,7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彩苓 2,279,96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核心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69,951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本期末余额为 6.62 亿元，比年初 4.52 亿元增加 2.1 亿元，主要是钢材销售预收款及

银行借款增加。 

（2）应收票据：本期末余额为 3.93 亿元，比年初 0.53 亿元增加 3.40 亿元，主要是本期末增加的钢

材销售预收款中包含较大量的银行承兑汇票。 

（3）在建工程：本期末余额为 4.37 亿元，比年初 2.80 亿元增加 1.57 亿元，主要是公司今年部分技

改工程至报告期末尚未完工结转。 

（4）应付账款：本期末余额为 9.47 亿元，比年初 14.63 亿元减少 5.16 亿元，主要是本期末原燃料采

购价格与年初比有较大幅度下降，采购总金额下降，由于结算时间差形成的应付账款相应减少。 

（5）预收款项：本期末余额为 13.64 亿元，比年初 6.82 亿元增加 6.82 亿元，主要是目前钢材售价较

低及年底结算等原因经销商购货意愿较强。 

（6）净利润：今年 1-9 月累计为 0.87 亿元，比上年同期 2.20 亿元减少 1.33 亿元，主要是今年钢材

平均销售价格大幅下跌，公司原高价位原燃料库存需消化，上半年亏损较大所致。 

（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今年 1-9 月为 7.62 亿元，比上年同期-0.59 亿元增加 8.21 亿元，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公司存货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3.2 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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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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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在柳钢股份招股说明书中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和限售股份

的承诺，该承诺在本公司存续期间有效。有关承诺如下： 

  在经营业务中将不会利用集团公司在柳钢股份的控股地位从事任何损害柳钢股份及其他众多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并且，今后不以任何方式参与或进行与柳钢股份相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如果集团公

司违反了上述任何一项声明与承诺，集团公司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集团公司履行情况良好。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报告期内，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履行了发行时所作的承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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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鉴于公司面临的经营困难，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紧张，本报告期不进行现金分配。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志刚 

2009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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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2009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62,463,275.68 452,353,870.14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93,032,438.57 52,911,263.76

  应收账款 176,771,892.71 190,668,644.15

  预付款项 905,487,810.04 855,183,511.96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8,495,604.98 32,474,480.92

  存货 4,151,201,819.89 3,892,375,183.4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6,317,452,841.87 5,475,966,954.37

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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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0.00 1,6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023,602,174.47 7,968,245,186.84

  在建工程 437,066,307.48 280,128,406.30

  工程物资 15,346,709.19

  固定资产清理 -56,800.0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311,862.49 17,311,862.49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494,870,253.63 8,267,285,455.63

        资产总计 14,812,323,095.50 13,743,252,410.0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379,467,950.92 3,813,983,369.32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13,000,000.00 150,100,000.00

  应付账款 946,726,557.46 1,462,739,421.65

  预收款项 1,364,196,982.24 682,058,245.67

  应付职工薪酬 20,003,685.05 19,292,336.38

  应交税费 75,215,929.42 23,217,2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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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4,017,446.98 20,890,893.3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40,386,109.98 878,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7,883,014,662.05 7,050,281,539.8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079,500,000.00 1,930,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9,780,833.33 10,325,333.33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89,280,833.33 1,940,325,333.33

      负债合计 9,972,295,495.38 8,990,606,873.19

股东权益：   

  股本 2,562,793,200.00 2,562,793,200.00

  资本公积 188,333,669.08 188,333,669.08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775,631,855.53 775,631,855.53

  未分配利润 1,313,268,875.51 1,225,886,812.2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股东权益合计 4,840,027,600.12 4,752,645,536.81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14,812,323,095.50 13,743,252,410.00

 

公司法定代表人: 廖志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懿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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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润表 

编制单位: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上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 月）

一、营业收入 6,993,054,415.67 8,408,962,669.72 19,064,580,008.87 22,981,964,085.68

减：营业成本 6,091,065,926.62 8,036,104,167.47 17,866,525,663.86 21,354,480,902.86

营业税金及附

加 
19,070,549.37 45,029,614.03 68,028,749.71 135,317,646.79

销售费用 8,392,679.78 21,277,744.60 21,170,887.87 51,231,314.45

管理费用 252,924,204.02 238,891,523.80 683,553,165.85 779,920,512.21

财务费用 98,940,389.11 121,566,146.73 323,479,614.09 381,455,3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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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

（亏损以“－”

号填列） 

522,660,666.77 -53,906,526.91 101,821,927.49 279,558,352.48

加：营业外收

入 
359,199.70 122,622.00 1,060,499.94 125,022.00

减：营业外支

出 
 80,000.00 2,000,000.00

其中：非流动

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23,019,866.47 -53,783,904.91 102,802,427.43 277,683,374.48

减：所得税费

用 
15,420,364.12 7,258,169.33 15,420,364.12 56,978,261.24

四、净利润（净

亏损以“－”

号填列） 

507,599,502.35 -61,042,074.24 87,382,063.31 220,705,113.24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

股收益 
0.1981 -0.0238 0.0341 0.0861

（二）稀释每

股收益 
0.1981 -0.0238 0.0341 0.0861

 

公司法定代表人: 廖志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懿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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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现金流量表 

2009 年 1—9 月 

编制单位: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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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96,788,260.06 26,315,492,941.9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306,529.04 3,676,135.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619,094,789.10 26,319,169,077.5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559,714,551.96 24,672,478,318.5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32,086,445.37 652,669,707.15

  支付的各项税费 577,571,557.67 927,093,409.2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8,188,961.87 125,965,874.2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857,561,516.87 26,378,207,30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1,533,272.23 -59,038,2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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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现金净额 
56,800.00 1,578,3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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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00.00 1,578,361.4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919,734,535.73 1,927,666,893.62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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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734,535.73 1,927,666,893.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9,677,735.73 -1,926,088,532.1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613,077,734.41 5,720,200,428.56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613,077,734.41 5,720,200,428.5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935,707,042.83 3,595,860,387.5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00,393,568.33 641,866,714.4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563,332.85 11,323,531.2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44,663,944.01 4,249,050,633.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8,413,790.40 1,471,149,795.4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59,921.36 -4,106,185.5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0,109,405.54 -518,083,153.9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2,353,870.14 948,379,759.6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62,463,275.68 430,296,605.64

 

公司法定代表人: 廖志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懿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