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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323）

2005年第一季度報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告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 條而作出。

1.2 本公司董事會及其董事保證本報告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負個別及連帶責任。

1.3 公司第一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本季度報告所載的所有財務資料乃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制。

1.4 本季度報告乃依照中國證監會關於上市公司季度報告信息披露的有關規定編制。本報告內容與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布的公告一致，而此公告將在香港和上
海同步刊登。

1.5 公司負責人董事長顧建國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董事副總經理蘇鑒鋼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計劃財務部經理管亞鋼先生聲明：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
會計報告的真實、完整。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簡稱（A股） 馬鋼股份
股票代碼（A股） 600808
股票簡稱（H股） 馬鞍山鋼鐵
股票代碼（H股） 00323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蘇鑒鋼 胡順良
聯繫地址 安徽省馬鞍山市紅旗中路 8號 安徽省馬鞍山市紅旗中路 8號
電話 86-555-2888158 86-555-2888158

2.2 財務資料

2.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末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減（％）

總資產 34,535 31,461 9.77
股東權益（不含少數股東權益） 18,485 17,436 6.02
每股淨資產（元） 2.86 2.70 5.93
調整後的每股淨資產（元） 2.86 2.70 5.93

本報告期
比上年

報告期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 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91 491 -69.60
每股收益（元） 0.163 0.163 -30.34
淨資產收益率 (%） 5.68 5.68 減少 3.41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資產收益率 (%) 5.85 5.85 減少 3.77個百分點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金額
處置固定資產淨損益 0.49
其他各項營業外收入、支出 (1.85 )
所得稅影響金額 0.07

合  計 (1.43 )

2.2.2 利潤表
利潤表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未經審計
項目 本期數 (1-3)月 上年同期數 (1-3)月

合併 母公司 合併 母公司

一、 主營業務收入 8,482,066 8,584,181 6,456,478 6,460,644
減：主營業務成本 (6,989,669) (7,061,357 ) (4,451,478 ) (4,477,992 )
　　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 (66,941) (65,999 ) (63,903 ) (62,891 )

二、 主營業務利潤 1,425,456 1,456,825 1,941,097 1,919,761
加：其他業務利潤 9,931 4,266 19,123 15,961
減：營業費用 (39,276) (38,991 ) (26,159 ) (28,228 )
　　管理費用 (153,444) (142,242 ) (126,825 ) (123,305 )
　　財務費用 17,975 37,544 (27,797 ) (26,222 )

三、 營業利潤 1,260,642 1,317,402 1,779,439 1,757,967
加：投資收益 (247) 9,887 － 17,973
　　補貼收入 － － 672 －
　　營業外收入 793 617 3,745 3,745
減：營業外支出 (2,305) (2,120 ) (3,266 ) (3,219 )

四、 利潤總額 1,258,883 1,325,786 1,780,590 1,776,466
減：所得稅 (200,289) (198,849 ) (267,133 ) (266,503 )
　　少數股東損益 (8,838) － (626 ) －
加：未確認投資損失 － － － －

五、 淨利潤 1,049,756 1,126,937 1,512,831 1,509,963

2.3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流通股股東持股表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股東總數為 149,998名，其中A股股東 143,314名、H股股東 6710名。

前十名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數量 種類

股東名稱（全稱） （股） （A、B、H股或其它）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636,294,997 H股
香港匯豐銀行（代理人）有限公司 30,288,000 H股
上證 50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19,255,241 A股
國元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4,770,450 A股
博時裕富證券投資基金 3,139,681 A股
華安上證 180指數增強型證券投資基金 2,191,483 A股
興和證券投資基金 1,737,106 A股
陳秀華 1,581,717 A股
袁淑琴 1,413,800 A股
長城久泰中信標普 300指數證券 1,372,928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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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3.1 公司報告期內經營活動總體狀況的簡要分析

今年一季度，我國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對國內鋼鐵市場需求形成有效支撐。但是，主要原燃料及電力價格的大幅上升，也給鋼鐵企業帶來較大的生產
經營壓力。

報告期，本集團（即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通過調整產品結構，優化生產工藝，強化成本管理，使生產經營的良好勢頭得以繼續保持。
2005年 1-3月，本集團共生產生鐵 188萬噸、粗鋼 219萬噸及鋼材 204萬噸，同比分別增長 12.57%、 17.74%及 15.25%。

3.1.1 佔主營收入或主營業務利潤總額 10%以上的主營行業或產品情況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分行業或分產品 主營業務收入 主營業務成本 毛利率 (%)

鋼鐵業 8,477.7 6,828.56 19.45
其中：關聯交易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分產品
板帶 3,598.78 2,675.01 25.67
型鋼 1,836.11 1,492.19 18.73
線棒 2,473.02 2,275.29 8
火車輪及環件 334.18 287.73 13.9
其中：關聯交易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1.2 報告期利潤構成情況（主營業務利潤、其他業務利潤、期間費用、投資收益、補貼收入與營業外收支淨額在利潤總額中所佔比例與前一報告期相比
的重大變動及原因的說明）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  目 本報告期 前一報告期 佔利潤總額比例
金  額 佔利潤總額% 金  額 佔利潤總額% 增減 (%)

主營業務利潤 1,425 113.19 5,769 143.22 減少 30.03個百分點
期間費用 175 13.90 1,786 44.32 減少 30.42個百分點
利潤總額 1,259 不適用 4,030 不適用 不適用

主營業務利潤及期間費用在利潤總額中所佔比例均比前一報告期減少，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公司利潤總額相對增加。

3.1.3 主營業務盈利能力（毛利率）與前一報告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及其原因說明

報告期，本集團主營業務毛利率為 17.59%，比前一報告期下降 4.71個百分點。主要系公司鋼材銷售價格上漲幅度小於原、燃料採購成本的上漲幅度
所致。

3.2 重大事項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A、 關聯交易
2005年1月1日至 3月31日，本公司與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所有關聯交易均系在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的持續性關聯交易，且對本公司利潤並無不利
影響。

－ 本公司與集團公司之間就《服務協議》所支付之款項詳情（人民幣千元）：

主要項目 定價基準 總值 佔同類交易的比例 (%)

職工在職培訓 國家價格 5,250.0 100
膳食及衛生服務 市場價格 12,135.0 100
環境衛生及道路維護 國家價格 3,495.0 100
廠區綠化維護管理 市場價格 6,182.5 100

總計 27,062.5

該等服務價格應相等於或不得超過該項協定服務的國家價格；或如無適用的國家價格，則為該項協定服務的市場價格。市場價格經雙方協商
後決定，不得超過馬鞍山市價格認證中心註冊價格鑒證師所認證的市場價格。

－ 本公司與集團公司之間就《礦石購銷協議》所支付之金額詳情（人民幣千元）：

金  額 佔同類交易的比例 (%)

購買鐵礦石、石灰石及白雲石 354,011 21.28

本公司每年從集團公司購買的鐵礦石之每噸度價格，經雙方不時協商決定，但不得超過前一年度供應最大量鐵礦石予公司的前三家獨立供貨
商提供鐵礦石到達公司的相同類別的鐵礦石加權平均噸度價；石灰石、白雲石的價格由雙方不時協商決定，但不得超過前一年度供應最大量
石灰石、白雲石予公司的前三家獨立供貨商提供石灰石、白雲石到達公司的加權平均價。

－ 除以上根據《服務協議》及《礦石購銷協議》達成的關聯交易外，其它與集團公司構成的日常關聯交易之款項（人民幣千元）：

金  額 佔同類交易的比例 (%)

集團公司購買本公司鋼材及其他產品 不適用 不適用
集團公司購買本公司供水、供電、電話及其他服務 9,940 93.6
本公司支付固定資產及建築服務 188,189 6.71
本公司支付集團公司其它服務費用 55,267 100

該等交易以市場價為定價基準，且與一般商業條款比較，其條款對本公司至少同樣有利。

B、 本公司 1995年在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深圳代表處存港幣 9,320千元，存期一年。中國人民銀行關閉中創清算組（以下簡稱「清算組」）確認本公司
的債權為：扣除本公司已收到的利息部分，該公司尚欠本公司存款本金港幣 7,138千元、利息港幣 2,296千元。 2004年 7月 21日，清算組通知公司經中
國人民銀行確認的債務清償方案：清算組委托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在 5年內將原中創公司全部資產處置所得償還除人民銀行、四家國有獨資商業
銀行外的債權人，按照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理計劃， 2003年、 2004年和 2005年每年分別清償債權本金的 10%，2006年和 2007年按變現金額支付，
整體清償金額由全部資產最終處置結果決定。 2004年 12月，清算組進行債務清償第一次資金分配，比例為本金的 10%，本公司收到人民幣757千元。
2005年 2月，清算組進行債務清償第二次資金分配，比例為本金的 10%，本公司收到人民幣 757千元。

C、 企業年金
為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本公司根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令第 20號《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及安徽省政府有關文件，決
定自2005年1月1日起建立補充養老保險制度。企業年金由公司和職工個人共同繳納，由公司承擔的年金費用按職工個人繳費的同基數、同比例支付，
繳費基數每年七月一日調整一次，公司年繳費總額不超過上年度職工工資總額的十二分之一。 2005年大約支付人民幣 65百萬元。

3.3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合併範圍變化以及重大會計差錯的情況及原因說明

於本期間，本公司和本集團按照中國會計準則和制度編製的會計報表的主要會計政策及核算方法與最近一期公布的年度會計報表比較均無改變。於 2005
年 1月 14日，本公司投資人民幣 0.9百萬元，成立馬鞍山馬鋼華陽設備診斷工程有限公司，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百萬元，經營範圍為設備診斷技術咨詢、
設備診斷服務以及設備診斷工程，本期間納入合併會計報表。除上述公司以外，於本期間，與最近一期年度會計報表相比，本公司之會計報表合併範圍
並無發生變化。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顧建國
董事長

中國安徵省馬鞍山市， 2005年 4月 25日

於本公告發布日，本公司董事包括：顧建國先生、顧章根先生、朱昌逑先生、施兆貴先生、趙建明先生、蘇鑒鋼先生、高海建先生、程紹秀女士*、吳君年先生*、
施建軍先生 *及陳旭升先生 *。
*   獨立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文匯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