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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323）

海外監管公告
2008年第一季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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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2)條而作出。

1	 重要提示
�.�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監事會及董

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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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負責人顧建國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蘇鑒鋼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管亞
鋼先生聲明：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 本季度財務會計報告未經審計，經公司董事會審核（審計）委員會審閱。本季度報
告所載的財務資料乃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單位：人民幣元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減（%）

總資產 ��,���,0��,0�� ��,0��,���,��� �.��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股東權益 ��,���,0��,��� ��,00�,��0,��� �.��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每股淨資產 �.�� �.�0 �.��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0��,���,��� �0�.��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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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減（%）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0 ���,���,��0 ��.��

基本每股收益 0.���� 0.���� ��.��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
 基本每股收益 0.���0 0.���0 ��.�0

稀釋每股收益 0.�0�� 0.�0�� ��.��

全面攤薄淨資產
 收益率（%） �.�� �.��

增加0.��個
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全面攤薄淨資產
 收益率（%） �.�� �.��

增加0.��個
百分點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額

處置非流動固定資產淨損益 ���,���

政府補助 ��,���,���

其他各項營業外收入、支出 (���,���)

所得稅影響金額 (��,��0)

扣除所得稅影響後歸屬於少數股東的
 非經常性損益

(��,0��)

扣除所得稅影響後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非經常性損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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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報告期末股東總人數及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報告期末，公司股東總數為���,���名，其中A股股

東���,���名，H股股東�,���名。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的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流通股數量 股份種類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0�,���,��� 境外上市外資股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長信金利趨勢股票型
 證券投資基金

��,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建設銀行－鵬華價值優勢股票型證券
 投資基金

�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工商銀行－易方達價值成長混合型證券
 投資基金

��,���,�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證券投資

�0,���,0�0 人民幣普通股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證紅利交易型
 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工商銀行－諾安價值增長股票證券
 投資基金

��,���,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銀行－景宏證券投資基金 �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銀行－嘉實滬深�00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 人民幣普通股

通用電氣資產管理公司－ GEAM信託基金
 中國A股基金

�,���,��� 人民幣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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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 今年一季度，中國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國內市場鋼材價格不斷攀升。�
月底�月初南方遭受百年不遇的暴風雪，公司生產經營受到嚴重影響，共欠
產生鐵約��萬噸、粗鋼約��萬噸、鋼材約��萬噸。本公司盡力克服雪災帶來
的生產困難，努力化解主要原燃料價格上漲帶來的不利影響，生產經營仍取
得了較好的成果。

�00�年�-�月，本集團共生產生鐵��0萬噸、粗鋼���萬噸及鋼材���萬噸（其
中本公司生產生鐵�0�萬噸、粗鋼���萬噸、鋼材�0�萬噸），同比分別增長約
��.��%、��.��%及��.��%。報告期，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計算，本集團營
業收入同比增長��.��%、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同比增長��.��%，
主要原因系公司鋼材產品銷售數量增加、銷售價格上升所致。

• 合併財務報表中，與�00�年年末相比變動幅度超過�0%的項目及變動原因：

會計項目 增減幅度 變動原因

工程物資 ��.�0% 報告期公司工程用物資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0�% 報告期公司進口押匯減少所致。

應付職工薪酬 -��.��% 報告期公司支付職工�00�年末未及支
付的工資獎金所致。

應付股利 -��.��% 報告期公司支付母公司股利所致。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0.0�% 報告期匯率變動所致。

• 合併財務報表中，與去年同期相比變動幅度超過�0%的項目及變動原因：

會計項目 增減幅度 變動原因

營業收入 ��.��% 報告期公司產品銷售數量及銷售價格
增加所致。

營業成本 ��.��% 報告期公司產品銷售數量增加所致。

營業稅金及附加 ���.��% 報告期公司銷售收入及出口關稅增加
所致。

銷售費用 ���.��% 報告期公司產品銷售數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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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增減幅度 變動原因

財務費用 ���.��% 報告期公司工程完工利息費用化及貸
款利率上調所致。

投資收益 �0�.��% 報告期公司聯營、合營公司利潤增加
所致。

營業外支出 -��.�0% 報告期公司無自然災害捐贈所致。

所得稅費用 ���.�0% 報告期公司利潤總額增加及稅率變動
所致。

少數股東損益 ��.��% 報告期公司歸屬於少數股東的淨利潤
增加所致。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0�.��% 報告期公司產品銷售收入增加所致。

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 報告期公司用於購建固定資產所支付
的現金減少所致。

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 報告期公司用於償還銀行借款、支付
股利的現金增加所致。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淨增加額

���.��% 報告期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增加所致。

3.2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在�00�年股權分置改革過程中，控股股東馬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
團公司」）作出的以下特殊承諾延續至報告期：

(a) 股改方案實施後，集團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自獲得流通權之日起��個月
內不上市交易或轉讓，其後��個月內，集團公司持有的國家股股份也不上
市交易或轉讓，但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可實施股權激勵計劃或向特定投資者
轉讓，其中，股權激勵對象的持有期遵循相關政策規定，特定投資者獲得集
團公司轉讓的股票後在上述期間內也須繼續履行與集團公司相同的持有期承
諾。

(b) 集團公司支付與本次股權分置改革相關的所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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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公司同時聲明如下：

(i) 若集團公司違反上述承諾事項，將依法承擔如下違約責任：對本公司其
他股東因集團公司違反上述承諾而受到的直接經濟損失，集團公司願意
承擔補償責任。同時，集團公司自願按《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
法》第七章「監管措施與法律責任」有關條款的規定，接受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等監管部門的處罰，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
任。

(ii) 集團公司將忠實履行承諾，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除非受讓人同意並有
能力承擔承諾責任，否則集團公司將不轉讓所持有的股份。

報告期內，集團公司完全遵守了該等承諾。

除上述承諾事項以外，報告期內公司或持有公司股份�%以上(含�%)的股東
沒有發生或以前期間發生但延續到報告期的對公司經營成果、財務狀況可能
產生重要影響的承諾事項。

3.3	 證券投資情況
單位：人民幣元

序號 證券代碼 簡稱
期末

持有數量
初始

投資金額
期末

賬面值
期初

賬面值
會計

核算科目
� �0���� 中國石油 ��,000 ���,�00 �0�,�00 �,0��,�00 交易性金融資產
� �0���0 中國中鐵 ��,000 ���,�00 ���,��0 ���,��0 交易性金融資產
� �0���� 中煤能源 ��,000 �0�,��0 ���,��0 – 交易性金融資產
� �0���� 中國鐵建 �0,000 ���,�00 ���,�00 – 交易性金融資產

合計	 �,���,��0 �,���,��0 �,���,��0

承董事會命
顧建國
董事長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00�年�月��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顧建國、顧章根、蘇鑒鋼、趙建明、高海建、惠志剛、王振華*、蘇勇*、許亮華*、
韓軼*。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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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錄：

一、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一季度未經審計財務報表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00�年�月��日
人民幣元

資產 2008年	 �00�年
 3月31日	 ��月��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8,099,811,705	 �,���,���,�0�
 交易性金融資產 1,231,820	 �,���,��0
 應收票據 3,588,528,921	 �,���,���,���
 應收賬款 820,268,638	 �,0��,���,���
 預付賬款 1,762,311,877	 �,���,0��,���
 其他應收款 311,963,243	 ���,���,���
 存貨 11,651,988,168	 �,���,���,�00	 		

流動資產合計 26,236,104,372	 ��,0��,���,���	 		

非流動資產：
 持有至到期投資 5,598,870	 �,���,��0
 長期股權投資 852,174,079	 ���,���,��0
 投資性房地產 1,205,850	 �,��0,�0�
 固定資產 40,272,414,581	 ��,���,���,���
 工程物資 685,575,514	 ��0,���,0��
 在建工程 3,937,754,885	 �,��0,���,0��
 無形資產 1,666,433,757	 �,���,���,���
 遞延所得稅資產 258,762,170	 ���,���,��0	 		

非流動資產合計 47,679,919,706	 ��,0��,���,0��	 		

資產總計 73,916,024,0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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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00�年�月��日
人民幣元

負債和股東權益	 2008年		 �00�年
 3月31日	 ��月��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707,976,402	 �,���,���,���
 應付票據 2,114,390,847	 �,��0,���,��0
 應付短期債券 2,000,000,000	 �,000,000,000
 應付賬款 8,790,004,136	 �,���,�0�,�0�
 預收賬款 6,894,582,251	 �,���,��0,�0�
 應付職工薪酬 186,231,349	 ���,���,���
 應交稅費 636,209,229	 �0�,���,���
 應付利息 82,967,344	 �0,���,��0
 應付股利 803,834,963	 �,�0�,���,���
 其他應付款 858,336,469	 ���,�0�,�0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2,124,980,556	 �,���,���,���	 		

流動負債合計 25,199,513,546	 ��,���,���,��0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8,808,141,306	 ��,���,���,�0�
 應付債券 4,840,084,496	 �,���,���,���
 遞延收益 576,554,324	 ��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8,275,911	 ���,���,���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485,032	 ��,���,0��	 		

非流動負債合計 24,405,541,069	 ��,���,���,�0�	 		

負債合計 49,605,054,615	 ��,���,���,0��	 		

股東權益：
 股本 6,758,551,716	 �,���,���,���
 資本公積 6,056,692,904	 �,0��,���,�0�
 盈餘公積 2,901,562,765	 �,�0�,���,���
 未分配利潤 8,034,742,367	 �,���,���,���
  其中：董事會提議派發的現金股利 878,611,723	 ���,���,���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12,523,382	 �,���,�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權益合計 23,764,073,134	 ��,00�,��0,���

 少數股東權益 546,896,329	 ���,���,���	 		

股東權益合計 24,310,969,463	 ��,���,���,���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73,916,024,0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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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利潤表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截至�00�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8年1-3月	 �00�年�-�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營業收入 17,618,219,420	 �,���,���,���

減：營業成本 15,726,327,710	 �,���,0��,���
  營業稅金及附加 183,219,787	 ��,���,���
  銷售費用 138,537,924	 ��,���,���
  管理費用 213,947,793	 ���,���,���
  財務費用 375,209,452	 �0�,0��,���
  資產減值損失 –	 –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 (614,510	) –
  投資收益 80,928,025	 ��,���,��0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66,225,289	 ��,���,��0	 		

營業利潤 1,061,290,269	 ���,���,��0

加：營業外收入 16,887,620	 ��,���,���
減：營業外支出 146,069	 �,���,��0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淨損失 –	 –	 		

利潤總額 1,078,031,820	 ���,���,���

減：所得稅 289,831,370	 ���,���,�0�	 		

淨利潤 788,200,450	 ���,�00,���	 	 		

 其中：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766,911,710	 ���,��0,���
    少數股東損益 21,288,740	 ��,�0�,���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11.35分	 �.�0分	 	 		

 稀釋每股收益 10.51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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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截至�00�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8年1-3月	 �00�年�-�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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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3,711,484	 �0,��0,��0,���
收到的稅費返還 –	 ��,���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15,652,200	 ��,���,���	 		

現金流入小計 22,449,363,684	 �0,���,���,���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18,093,778,770	) (�,�0�,���,��0 )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658,234,721	) (���,���,��� )
支付的各項稅費 (1,328,520,735	) (��0,0��,0�� )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25,655,287	) (���,��0,��� )	 		

現金流出小計 (20,406,189,513	) (�0,���,���,���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043,174,171	 ���,���,���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所收到的現金 –	 –
取得投資收益所收到的現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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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9,665	 �,���,���
收到的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	 		

現金流入小計 4,509,665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742,467,107	) (�,���,���,��� )
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	 –	 		

現金流出小計 (742,467,107	) (�,���,���,���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37,957,442	) (�,���,�0�,��� )	 		



- �� -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截至�00�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8年1-3月	 �00�年�-�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所收到的現金 –	 –
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3,936,879,484	 �,�00,000,000	 		

現金流入小計 3,936,879,484	 �,�00,000,000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2,685,778,131	) (�,���,000,000 )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
 支付的現金 (736,774,726	) (���,���,��� )
支付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0,000 )	 		

現金流出小計 (3,422,552,857	) (�,���,���,���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14,326,627	 �,���,���,�0�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1,689,159	) �,�0�,���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807,854,197	 (�,0�0,���,��� )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6,291,957,508	 �,��0,�0�,���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8,099,811,705	 �,��0,���,���	 	 		



- �� -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00�年�月��日
人民幣元

資產 2008年	 �00�年
 3月31日	 ��月��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4,956,276,799	 �,���,���,���
 交易性金融資產 1,231,820	 �,���,��0
 應收票據 2,880,368,643	 �,���,�0�,0��
 應收賬款 1,191,587,373	 �,���,0��,���
 預付賬款 1,368,126,602	 �,���,���,���
 其他應收款 52,747,506	 ��,���,���
 存貨 10,020,529,443	 �,���,���,���	 		

流動資產合計 20,470,868,186	 ��,���,���,���	 		

非流動資產：
 持有至到期投資 5,598,870	 �,���,��0
 長期股權投資 1,931,812,584	 �,���,���,���
 投資性房地產 19,179,729	 ��,���,���
 固定資產 38,666,368,739	 ��,���,���,���
 工程物資 543,583,898	 ���,��0,���
 在建工程 3,735,342,603	 �,��0,���,�0�
 無形資產 1,247,202,537	 �,���,���,���
 遞延所得稅資產 258,324,901	 ���,���,�0�	 		

非流動資產合計 46,407,413,861	 ��,�00,�0�,���	 		

資產總計 66,878,282,047	 ��,���,���,���	 	 		



- �� -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續）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00�年�月��日
人民幣元

負債及股東權益 2008年	 �00�年
 3月31日	 ��月��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00,000,000	 �00,000,000
 應付票據 –	 ��,000,000
 應付短期債券 2,000,000,000	 �,000,000,000
 應付賬款 6,807,693,453	 �,���,�0�,���
 預收賬款 5,882,971,255	 �,���,��0,���
 應付職工薪酬 133,075,757	 ���,���,���
 應交稅費 592,482,201	 ���,���,���
 應付利息 82,722,331	 �0,���,���
 應付股利 803,834,963	 �,�0�,���,���
 其他應付款 797,302,693	 ��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2,124,980,556	 �,�0�,��0,000	 		

流動負債合計 19,425,063,209	 ��,�0�,0��,���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8,785,982,522	 ��,���,�0�,�00
 應付債券 4,840,084,496	 �,���,���,���
 遞延收益 576,554,324	 ��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7,989,571	 ���,���,���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485,033	 ��,���,0��	 		

非流動負債合計 24,383,095,946	 ��,���,0�0,���	 		

負債合計 43,808,159,155	 ��,���,���,���	 		

股東權益：
 股本 6,758,551,716	 �,���,���,���
 資本公積 6,056,692,904	 �,0��,���,�0�
 盈餘公積 2,777,851,769	 �,���,���,���
 未分配利潤 7,477,026,503	 �,���,���,���
  其中：董事會提議派發的現金股利 878,611,723	 ���,���,���	 		

股東權益合計 23,070,122,892	 ��,���,���,���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66,878,282,047	 ��,���,���,���	 	 		



- �� -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利潤表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截至�00�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8年1-3月	 �00�年�-�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營業收入 17,666,564,594	 �,���,���,�0�

減：營業成本 15,880,153,492	 �,0��,��0,���
  營業稅金及附加 175,707,563	 ��,���,���
  銷售費用 134,329,272	 ��,���,���
  管理費用 169,082,089	 ���,���,���
  財務費用 329,047,747	 ��,���,���
  資產減值損失 –	 –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 (614,510	) –
  投資收益 66,509,698	 �0,���,���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
       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66,509,698	 �0,���,���	 		

營業利潤 1,044,139,619	 �0�,���,0��

加：營業外收入 16,763,915	 ��,���,���
減：營業外支出 102,822	 �,���,���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淨損失 –	 –	 		

利潤總額 1,060,800,712	 ���,���,���

減：所得稅 265,200,178	 ��,��0,���	 		

淨利潤 795,600,534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11.77分	 �.0�分	 	 		

 稀釋每股收益 10.90分	 �.��分	 	 		



- �� -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截至�00�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8年1-3月	 �00�年�-�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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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4,549,036	 �0,�0�,���,�0�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03,462,165	 ��,���,���	 		

現金流入小計 17,938,011,201	 �0,���,���,���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14,400,424,993	) (�,���,���,�0� )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603,055,304	) (���,���,��� )
支付的各項稅費 (1,207,065,743	) (���,���,0�� )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85,174,003	) (���,�0�,��0 )	 		

現金流出小計 (16,595,720,043	) (�0,�0�,���,�0�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342,291,158	 ���,���,���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所收到的現金 –	 –
取得投資收益所收到的現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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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9,664	 �,���,���
收回的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	 		

現金流入小計 4,509,664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560,250,539	) (�,���,�0�,��� )
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	 –	 		

現金流出小計 (560,250,539	) (�,���,�0�,���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55,740,875	) (�,���,���,��� )	 		



- �� -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續）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
截至�00�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8年1-3月	 �00�年�-�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	 –
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3,936,879,484	 �,�00,000,000	 		

現金流入小計 3,936,879,484	 �,�00,000,000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2,685,778,131	) (�,���,000,000 )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
 支付的現金 (736,774,726	) (���,���,��� )	 		

支付的其他與投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0,000 )
現金流出小計 (3,422,552,857	) (�,���,���,���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14,326,627	 �,���,���,�0�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9,969,925	) (���,�0�)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290,906,985	 (�,0��,0��,���)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665,369,814	 �,�0�,���,���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4,956,276,7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