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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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7,446,293.07 18,521,793,846.79 -3.3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5,392,890,080.52 5,289,708,187.03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1043 2.0640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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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112,649.80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287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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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06,958.71 101,606,958.71 114.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6 0.0396 114.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93 0.0393 115.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6 0.0396 114.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1.90 
增加 0.96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9 1.89 

增加 0.96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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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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471.05 政府补助递延收益摊销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598.00  

所得税影响额 -266,718.26  

合计 800,1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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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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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

投资基金 
22,01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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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2,364,090 人民币普通股  

郑彩苓 2,304,96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2,110 人民币普通股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新疆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 1,844,4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玉贵 1,672,990 人民币普通股  
陈熙 1,50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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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本期末余额为 4.12 亿元，比年初 2.04 亿元增加 2.08 亿元，主要是本报

告期销售收入中收到的汇票总额大于物资采购中背书转让的汇票总额及贴现总额。 
   （2）应收账款：本期末余额为 2.23 亿元，比年初 1.28 亿元增加 0.95 亿元，主要是出口

钢材应收款项增加。 
   （3）在建工程：本期末余额为 3.02 亿元，比年初 2.08 亿元增加 0.94 亿元，主要是本报

告期工程支出数大于完工结转数。 
   （4）应付票据：本期末余额为 4.06 亿元，比年初 6.67 亿元减少 2.61 亿元，主要是票据

融资成本上升，公司减少该融资方式。 
   （5）应付账款：本期末余额为 9.43 亿元，比年初 15.66 亿元减少 6.23 亿元，主要是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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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中矿石和煤的应付账款减少。 
   （6）预收款项：本期末余额为 11.35 亿元，比年初 18.34 亿元减少 6.99 亿元，主要是预

收钢材、钢坯款减少。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末余额为 12.15 亿元，比年初 7.15 亿元增加 5 亿元，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转入。 
   （8）长期借款：本期末余额为 14.13 亿元，比年初 22.48 亿元减少 8.35 亿元，主要是部

分转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填列。 
   （9）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06.16 亿元、营业成本 100.58 亿元，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 35.31 亿元和 33.37 亿元，主要是本报告期销售数量增加，以及钢材销

售价格和原燃料采购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10）净利润：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1.01 亿元，比上年同期 0.47 亿元增加 0.54 亿元，主

要是本报告期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幅度略高于成本上涨幅度。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为-7.36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26 亿元，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预收账款、应付账款等经营性应付款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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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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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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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定 2010 年度利润分配，以期末总股本 256279.32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1.5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该方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沛润 

2011 年 4 月 25 日 



§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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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341,702.79 753,330,779.15
    交易性金融资产 2,940,000.00
    应收票据 412,450,946.06 204,468,000.00
    应收账款 223,467,624.85 127,979,599.07
    预付款项 1,246,798,287.09 1,622,495,153.1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4,983,232.38 21,643,930.32
    存货 6,656,913,063.23 7,010,586,696.9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207,894,856.40 9,740,504,1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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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263,255,584.87 8,540,369,620.54
    在建工程 302,414,559.18 207,826,728.31
    工程物资 13,178,162.59 13,874,044.02
    固定资产清理 101,483,83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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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9,295.30 19,219,295.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699,551,436.67 8,781,289,688.17
        资产总计 17,907,446,293.07 18,521,793,846.7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188,799,412.32 5,968,869,3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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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406,000,000.00 667,000,000.00
    应付账款 943,395,168.18 1,566,115,012.57
    预收款项 1,134,748,119.63 1,834,449,342.74
    应付职工薪酬 22,263,370.32 20,243,705.07
    应交税费 103,023,487.33 132,954,101.82
    应付利息 7,208,076.14 1,573,916.45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8,382,706.70 34,535,917.4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15,000,000.00 714,5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1,058,820,340.62 10,940,241,316.7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412,500,000.00 2,247,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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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35,871.93 44,344,342.98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55,735,871.93 2,291,844,342.98
        负债合计 12,514,556,212.55 13,232,085,6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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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436,169.08 208,436,169.08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1,574,934.78
    盈余公积 865,769,768.55 865,769,768.5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754,316,008.11 1,652,709,049.4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392,890,080.52 5,289,708,187.0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7,907,446,293.07 18,521,793,8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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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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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5,622,558.45 7,084,424,611.40
    减：营业成本 10,057,785,345.76 6,720,409,137.3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482,943.68 8,668,172.83
        销售费用 14,662,952.89 11,573,700.58
        管理费用 259,819,480.86 182,435,655.78
        财务费用 132,352,462.04 107,030,938.75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8,494.49 46,153.0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8,795.81 632,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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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09,071.90 54,985,666.23
    加：营业外收入 1,146,873.05 694,306.83
    减：营业外支出 80,000.00 27,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5,475,944.95 55,652,973.06
    减：所得税费用 33,868,986.24 8,347,945.9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1,606,958.71 47,305,027.10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396 0.018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396 0.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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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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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9,597,872.61 8,934,976,480.6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862,331.34 18,961,444.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306,460,203.95 8,953,937,924.8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512,539,600.69 8,666,599,175.5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14,029,315.34 308,657,690.72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4,889,982.57 64,572,291.1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113,955.15 24,568,415.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042,572,853.75 9,064,397,57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6,112,649.80 -110,459,6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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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95.81 627,8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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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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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51,235.20 252,409,171.65
    投资支付的现金 2,901,5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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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52,740.71 255,918,068.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001,536.52 -232,749,8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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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2,696,391.88 2,010,949,7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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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2,696,391.88 2,010,949,706.4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267,266,300.24 1,407,435,841.88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8,384,816.66 91,884,824.3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320,783.37 3,659,375.1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59,971,900.27 1,502,980,041.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2,724,491.61 507,969,665.1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599,381.65 181,178.8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2,989,076.36 164,941,374.4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53,330,779.15 657,220,418.9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0,341,702.79 822,161,7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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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