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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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施沛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赖懿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张奕 

公司负责人施沛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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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4,126,711.38 14,952,642,978.00 9.1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5,070,168,521.04 5,022,863,493.94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9784 1.9599 0.9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459,648.30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431 -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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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5,027.10 47,305,027.1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5 0.0185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82 0.018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5 0.018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0.94 
增加 12.39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93 0.93 

增加 12.38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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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246.83 出口补贴及递延收益摊销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940.00  

所得税影响额 -100,096.02  

合计 567,2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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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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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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

司 
2,152,753,200 人民币普通股  

齐鲁证券－中信－齐鲁

金泰山灵活配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3,859,00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信诚四

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030,15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

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9,799,093 人民币普通股  

陈熙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诚优胜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703,90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金

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

金 

4,901,15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

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4,6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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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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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本期末余额为 51.40 亿元，比年初 38.81 亿元增加 12.59 亿元，其中：原材料增加 11.66

亿元，主要是对上游产品价格预期上涨增加储备量。 

（2）在建工程：本期末余额为 5.20 亿元，比年初 3.95 亿元增加 1.25 亿元，主要是本季度投入的几

项重点工程未完工转出。 

（3）预收款项：本期末余额为 13.48 亿元，比年初 7.84 亿元增加 5.64 亿元，主要是经销商对钢材市

场前景看好，大量打预付款订货。 

（4）应付职工薪酬：本期末余额为 0.17 亿元，比年初 1.23 亿元减少 1.06 亿元，主要是去年底计提

职工效益工资已发放完毕。 

（5）净利润：今年 1-3 月累计为 0.47 亿元，比上年同期-5.15 亿元增加 5.62 亿元，今年 1 季度经营

环境还算平稳，企业能在微利状态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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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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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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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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持有

的 2,152,753,200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于 2010 年 3 月 3 日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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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本报告期利润较少，为公司的长期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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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沛润 

2010 年 4 月 20 日 

 



§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2010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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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161,793.45 657,220,418.97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55,050.00 2,869,619.20

    应收票据 413,870,050.73 517,953,810.19

    应收账款 164,349,119.50 177,733,601.33

    预付款项 1,126,260,663.42 1,118,187,752.64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1,533,811.44 24,583,824.20

    存货 5,139,597,280.15 3,881,019,488.4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691,327,768.69 6,379,568,5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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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3,563,446.84 8,134,989,124.14

    在建工程 520,447,108.00 394,988,423.10

    工程物资 18,435,682.97 18,095,260.37

    固定资产清理 -4,648,9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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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01,655.44 23,401,655.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622,798,942.69 8,573,074,463.05

        资产总计 16,314,126,711.38 14,952,642,978.0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186,442,331.22 4,672,928,466.62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44,000,000.00 304,650,000.00

    应付账款 1,141,768,256.31 968,707,248.22

    预收款项 1,347,953,991.38 784,257,289.03

    应付职工薪酬 16,770,473.69 123,409,382.73

    应交税费 50,335,996.44 24,354,390.44

    应付利息 1,979,524.81 154,940.6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5,789,783.16 22,218,433.0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01,500,000.00 1,200,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9,326,540,357.01 8,100,680,150.7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908,000,000.00 1,819,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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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7,833.33 9,599,333.33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17,417,833.33 1,829,099,333.33

        负债合计 11,243,958,190.34 9,929,779,484.0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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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02,653,651.24 802,653,651.2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16,388,000.72 1,469,082,973.6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070,168,521.04 5,022,863,493.9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6,314,126,711.38 14,952,642,9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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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利润表 

2010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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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7,084,424,611.40 5,896,509,540.16

    减：营业成本 6,720,409,137.36 6,024,522,508.60

        营业税金及附加 8,668,172.83 27,962,308.50

        销售费用 11,573,700.58 8,128,721.15

        管理费用 182,435,655.78 235,375,189.27

        财务费用 107,030,938.75 115,433,170.16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46,153.0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32,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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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85,666.23 -514,912,357.52

    加：营业外收入 694,306.83 294,841.99

    减：营业外支出 27,000.00 80,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5,652,973.06 -514,697,515.53

    减：所得税费用 8,347,945.9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7,305,027.10 -514,697,515.53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85 -0.2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85 -0.2008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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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现金流量表 

2010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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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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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4,976,480.64 6,376,388,325.8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61,444.18 14,252,936.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953,937,924.82 6,390,641,262.2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666,599,175.59 6,028,592,704.6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08,657,690.72 214,267,782.03

    支付的各项税费 64,572,291.12 246,575,170.4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568,415.69 27,477,438.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064,397,573.12 6,516,913,096.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459,648.30 -126,271,833.8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874,270.94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27,855.3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19,666,1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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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8,247.3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252,409,171.65 350,825,289.16

    投资支付的现金 3,508,8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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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918,068.62 350,825,289.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749,821.25 -350,825,2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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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949,706.48 2,497,522,853.8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10,949,706.48 2,497,522,853.8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407,435,841.88 1,600,640,937.5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91,884,824.31 108,896,877.87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659,375.14 4,032,119.8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02,980,041.33 1,713,569,935.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7,969,665.15 783,952,918.5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81,178.88 -193,593.6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4,941,374.48 306,662,201.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57,220,418.97 452,353,870.1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22,161,793.45 759,016,0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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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