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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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價敏感資料
海外監管公告

2008年第三季度報告

本公告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0�(�)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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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董事長顧建國先生、副董事長顧章根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勇先生因公出差
未能出席本次董事會會議，顧建國先生、顧章根先生均委託公司董事、總經理蘇鑒
鋼先生代為出席並行使表決權，蘇勇先生委託獨立非執行董事韓軼先生出席並行使
表決權。

�.� 公司負責人授權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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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未經審計，經公司董事會審核（審
計）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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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未經審計）

單位：人民幣元
     本報告期末比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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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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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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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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基本每股收益 –  0.����  –

稀釋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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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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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政府補助 ��,���,���

其他各項營業外收入、支出 �,���,���

債務重組損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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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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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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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境外上市外資股

鵬華價值優勢股票型 ��,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證券投資基金

上投摩根中國優勢證券投資基金 ��,���,��0 人民幣普通股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證券投資 �0,���,0�0 人民幣普通股

易方達價值成長混合型
 證券投資基金 ��,�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上證紅利交易型開放式
 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0� 人民幣普通股

易方達策略成長證券投資基金 ��,���,��� 人民幣普通股

易方達策略成長二號混合型
 證券投資基金 ��,���,��� 人民幣普通股

馬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0,000 人民幣普通股

嘉實滬深�00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0,���,�0� 人民幣普通股



- � -

3 重要事項
3.1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報告期，美國次貸危機不斷惡化，致使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蕩，國際經濟增長速度
進一步放緩。國際鋼鐵市場需求下降，價格回落。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放緩，國
內鋼材市場需求轉弱，鋼材價格大幅回落，企業利潤急劇下降。面對這種市場變
化，公司通過靈活調整生產計劃和銷售策略，努力化解鋼材價格大幅波動帶來的不
利影響，生產經營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報告期，本集團共生產生鐵���萬噸、粗鋼�0�萬噸及鋼材���萬噸，同比分別增長
約�.��%、�.0�%及�.��%。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計算，報告期本集團實現營業收入
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
���百萬元、同比增長��.��%，主要系報告期公司鋼材產品銷售數量增加所致。

預計鋼材市場需求弱化將維持一段時期。公司將堅持「以銷定產」的政策，保持市場
份額；將繼續提升品種質量，加強管理，降本增效，力求緩解市場帶來的壓力，保
證生產經營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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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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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併報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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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資產 -��.�0% 本期間公司持有的股票價格下跌

應收票據 -��.��% 本期間票據貼現增加

預付賬款 -��.��% 本期間預付貨款結算增加

其他應收款 +���.��% 本期間預付海關進口稅費增加

存貨 +��.0�% 本期間原材料採購量增加

工程物資 -��.�0% 本期間在建工程項目基本完工，
所需工程物資減少

短期借款 +��.0�% 本期間流動資金借款增加

應付短期債券 -�00% 本期間償還了短期融資券

預收賬款 +�0.��% 本期間預收貨款增加

應交稅費 +��.��% 本期間應交未交增值稅增加

一年內到期非流動負債 -��.��% 本期間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減
少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 本期間外幣匯率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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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報表中，與�00�年�至�月相比變動幅度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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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間公司鋼材產品銷售量增加

營業成本 +��.��% 本期間公司鋼材產品銷售量增
加、原材料成本上漲

營業稅金及附加 +��.��% 本期間營業收入及出口關稅增加

銷售費用 +��.��% 本期間鋼材產品出口所支付的海
運費增長

財務費用 +��.��% 本期間資本化利息減少所致

投資收益 +��.�0% 本期間公司分佔聯營企業和合營
企業盈利增加

營業外收入 +��.��% 本期間子公司獲得的政府補助增
加

營業外支出 -��.��% 本期間處置固定資產損失減少

所得稅 +���.��% 本期間利潤總額增加

少數股東損益 +�0.��% 本期間納入合併報表範圍的非全
資子公司實現的稅後利潤增加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0�.��% 本期間公司鋼材產品銷售量增
加，銷售收到的現金增加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0.��% 本期間公司工程建設支出減少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0�% 本期間公司償還了短期融資券及
到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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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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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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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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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團公司於�00�年�月��日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增持本公
司A股股份�,���萬股，佔本公司總股本的0.�%。本次增持前，集團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0��萬股，佔本公司總股本的��.��%；本次
增持後，集團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萬股，佔本公司總股本的
��.��%。此後��個月內，集團公司擬繼續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
系統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累計增持比例不超過本公司總股本的�%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同時，集團公司承諾，在後續增持計劃實施
期間及法定期限內不減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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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發生追加股份限售承諾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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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證券投資情況

單位：人民幣元
   期末持有 初始投資 期末賬 期初賬 會計核算
序號 證券代碼 簡稱 數量 金額 面值 面值 科目

� �0���� 中國石油 ��,000 ���,�00 ���,�00 ���,�00 交易性
        金融資產

� �0���0 中國中鐵 ��,000 ���,�00 ���,0�0 ���,�00 交易性
        金融資產

� �0���� 中煤能源 ��,000 �0�,��0 ��0,��0 ���,��0 交易性
        金融資產

� �0���� 中國鐵建 �0,000 ���,�00 ���,�00 ���,�00 交易性
        金融資產      

合計    �,���,��0 ���,��0 �,0��,��0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權代表

蘇鑒鋼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00�年�0月��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顧建國、顧章根、蘇鑒鋼、高海建、惠志剛
非執行董事：趙建明
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振華、蘇勇、許亮華、韓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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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錄：

一.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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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
人民幣元

資產 2008年  �00�年
 9月30日  ��月��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重報）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6,944,634,948  �,���,���,���
 交易性金融資產 968,310  �,���,��0
 應收票據 2,698,860,914  �,���,���,���
 應收賬款 1,089,796,997  �,0��,���,���
 預付款項 1,104,834,619  �,���,���,���
 其他應收款 586,906,449  ���,���,���
 存貨 15,991,012,806  �,���,���,���   

流動資產合計 28,417,015,043  ��,0��,���,���   

非流動資產：
 持有至到期投資 5,598,870  �,���,��0
 長期股權投資 889,380,616  ���,���,��0
 投資性房地產 1,020,552  �,��0,�0�
 固定資產 40,657,839,816  ��,���,���,���
 工程物資 297,830,439  ���,���,���
 在建工程 2,911,746,332  �,��0,���,���
 無形資產 1,707,135,609  �,��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56,313,328  ���,���,��0   

非流動資產合計 46,726,865,562  ��,0��,���,���   

資產總計 75,143,8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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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
人民幣元

負債和股東權益 2008年  �00�年
 9月30日  ��月��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重報）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863,178,131  �,���,���,���
 應付票據 2,257,040,452  �,��0,���,��0
 應付短期債券 –  �,000,000,000
 應付賬款 9,229,312,563  �,���,���,���
 預收款項 8,663,583,325  �,���,�0�,���
 應付職工薪酬 271,909,066  ���,���,���
 應交稅費 1,124,429,085  �0�,���,���
 應付利息 69,462,942  �0,���,���
 應付股利 1,301,575,013  �,�0�,���,���
 其他應付款 946,182,105  ���,���,���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190,109,444  �,���,���,���   

流動負債合計 26,916,782,126  ��,���,���,��0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6,812,796,473  ��,���,���,�0�
 應付債券 4,960,477,536  �,���,���,���
 遞延收益 552,583,938  ��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0,136,450  ���,���,���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485,032  ��,���,0��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488,479,429  ��,���,���,�0�   

負債合計 49,405,261,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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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1,895,178  �,��0,���,���
  其中：董事會提議派發的現金股利 –  ���,���,���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8,398,389 ) �,���,�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權益合計 25,160,304,174  ��,0��,���,���
 少數股東權益 578,314,876  ���,���,���   

股東權益合計 25,738,619,050  ��,���,���,���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75,143,8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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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止�個月期間

人民幣元

 2008年7-9月  2008年1-9月  �00�年�-�月  �00�年�-�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重報）  （重報）

營業收入 19,870,914,651  57,595,746,029  ��,���,���,��0  ��,���,���,�0�

減：營業成本 17,889,851,640  50,737,460,565  ��,���,���,0��  �0,���,���,��0
 　營業稅金及附加 228,657,174  664,560,747  ���,��0,���  ���,�0�,���
　 銷售費用 99,076,717  270,090,422  ��,�0�,��0  ���,���,���
　 管理費用 229,861,559  737,097,328  ���,0��,���  ���,���,��0
　 財務費用 484,038,648  1,256,946,216  ���,���,���  ���,���,���
　 資產減值損失╱（轉回） –  (9,795,364 ) –  –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 (105,150 ) (878,020 ) –  –
　 投資收益 53,139,517  179,907,655  ��,���,���  ��0,���,���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52,837,924  179,606,062  ��,��0,�0�  ��,���,���       

營業利潤 992,463,280  4,118,415,750  ��0,��0,���  �,0��,0��,���

加：營業外收入 71,818,737  106,128,529  ��,���,���  ��,���,���
減：營業外支出 (224,860 ) 6,527,394  (�,���,��� ) �0,�0�,���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
　　　　　　 損失╱（收益） (4,684,167 ) (4,108,889 ) (�,�0�,��� ) ��,0��,���       

利潤總額 1,064,506,877  4,218,016,885  ���,���,���  �,���,�00,�0�

減：所得稅 268,709,378  1,090,852,654  ��,���,��0  ���,���,���       

淨利潤 795,797,499  3,127,164,231  ���,��0,�0�  �,��0,���,���       

 其中：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中被合併
     方合併前淨利潤 –  –  –  –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786,695,127  3,047,973,508  �0�,���,��0  �,���,��0,���
    少數股東損益 9,102,372  79,190,723  ��,���,���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11.64分  45.10分  �.��分  ��.00分       

 稀釋每股收益 11.30分  43.76分  �.��分  ��.��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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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止�個月期間

人民幣元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2008年  �00�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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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20,078,684  ��,�0�,���,���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13,855,300  ���,0��,���   

現金流入小計 68,533,933,984  ��,���,���,�0�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53,402,587,662 ) (��,��0,���,0�� )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2,346,552,274 ) (�,���,���,0�� )
支付的各項稅費 (4,628,202,078 ) (�,���,�0�,��� )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66,022,178 ) (���,���,��� )   

現金流出小計 (60,743,364,192 ) (��,���,���,���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790,569,792  �,�0�,���,���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所收到的現金 602,193  �,���,0��
取得投資收益所收到的現金 76,599,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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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6,494  ��,���,���
收到的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0,310,375  �,0��,���   

現金流入小計 100,929,058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2,275,755,928 ) (�,���,���,��� )
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882,297 ) (��,0��,��0 )
增加抵押存款所支付的現金淨額 (117,553,927 ) (���,���,��� )   

現金流出小計 (2,394,192,152 ) (�,���,���,���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293,263,094 )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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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止�個月期間

人民幣元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2008年  �00�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重報）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所收到的現金 101,194,034  ��,���,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
      投資收到的現金 101,194,034  ��,���,0��
 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11,450,842,852  ��,��0,000,000    

 現金流入小計 11,552,036,886  ��,���,���,0��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14,505,392,347 ) (�,�0�,000,000 )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
  所支付的現金 (1,908,770,363 ) (�,���,���,��� )
   其中：子公司支付給少數
       股東的股利、利潤 (45,301,670 ) (��,���,��� )    

 現金流出小計 (16,414,162,710 ) (�0,���,���,���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862,125,824 ) �,���,���,���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5,916,883  (�,0��,��� )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額 651,097,757  �,���,���,���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6,293,537,191  �,��0,�0�,���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6,944,634,94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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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
人民幣元

資產 2008年  �00�年
 9月30日  ��月��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4,467,811,236  �,���,���,���
 交易性金融資產 968,310  �,���,��0
 應收票據 2,324,254,717  �,���,�0�,0��
 應收賬款 1,459,723,646  �,���,0��,���
 預付款項 1,257,341,128  �,���,���,���
 應收股利 2,607,200  –
 其他應收款 42,182,572  ��,���,���
 存貨 13,980,728,148  �,���,���,���   

流動資產合計 23,535,616,957  ��,���,���,���   

非流動資產：
 持有至到期投資 5,598,870  �,���,��0
 長期股權投資 1,997,605,598  �,���,���,���
 投資性房地產 18,809,133  ��,���,���
 固定資產 38,801,313,860  ��,���,���,���
 工程物資 258,011,233  ���,��0,���
 在建工程 2,696,838,196  �,��0,���,�0�
 無形資產 1,257,786,869  �,���,���,���
 遞延所得稅資產 255,876,059  ���,���,�0�   

非流動資產合計 45,291,839,818  ��,�00,�0�,���   

資產總計 68,827,456,77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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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
人民幣元

負債和股東權益 2008年  �00�年
 9月30日  ��月��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897,974,642  �00,000,000
 應付票據 20,000,000  ��,000,000
 應付短期債券 –  �,000,000,000
 應付賬款 8,330,616,154  �,���,�0�,���
 預收款項 7,854,427,814  �,���,��0,���
 應付職工薪酬 198,526,193  ���,���,���
 應交稅費 1,132,192,578  ���,���,���
 應付利息 69,144,721  �0,���,���
 應付股利 1,301,575,013  �,�0�,���,���
 其他應付款 844,268,370  ��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190,109,444  �,�0�,��0,000   

流動負債合計 21,838,834,929  ��,�0�,0��,���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6,792,869,581  ��,���,�0�,�00
 應付債券 4,960,477,536  �,���,���,���
 遞延收益 551,511,438  ��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0,136,450  ���,���,���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485,032  ��,���,0��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467,480,037  ��,���,0�0,���   

負債合計 44,306,314,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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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8,045,420  �,���,���,���
  其中：董事會提議派發的現金股利 –  ���,���,���   

股東權益合計 24,521,141,809  ��,���,���,���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68,827,456,77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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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止�個月期間

人民幣元

 2008年7-9月  2008年1-9月  �00�年�-�月  �00�年�-�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重報）  （重報）

營業收入 21,951,467,602  62,830,820,516  ��,���,���,���  ��,���,0��,���

減：營業成本 20,203,176,486  56,562,237,703  ��,0��,0��,���  ��,���,���,���
  營業稅金及附加 222,067,961  639,850,986  �0�,���,���  ���,���,���
  銷售費用 95,168,508  257,288,694  ��,���,0��  ���,0��,���
  管理費用 176,716,668  558,449,715  ���,���,���  ���,���,���
  財務費用 367,526,874  1,018,324,992  ��0,���,���  ���,��0,���
  資產減值損失╱（轉回） –  (9,795,364 ) –  –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 (105,150 ) (878,020 ) –  –
  投資收益 54,639,801  292,620,884  �0,���,��0  ���,���,���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54,531,719  182,563,069  ��,���,0��  ��,���,��0       

營業利潤 941,345,756  4,096,206,654  ���,��0,���  �,��0,���,���

加：營業外收入 21,611,333  55,241,219  ��,�0�,0��  ��,���,���
減：營業外支出 227,993  5,012,014  (�,���,��� ) ��,�00,���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
       損失╱（收益） (5,139,890 ) (5,429,290 ) (�,�0�,��� ) ��,���,���       

利潤總額 962,729,096  4,146,435,859  ���,���,0��  �,���,���,�0�

減：所得稅 243,131,115  1,021,204,685  ��,���,���  ���,���,���       

淨利潤 719,597,981  3,125,231,174  ���,0��,�0�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10.65分  46.24分  �.��分  ��.0�分       

 稀釋每股收益 10.33分  44.87分  �.00分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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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止�個月期間

人民幣元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2008年  �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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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21,567,648  ��,0��,���,���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67,559,454  ��,���,���    

 現金流入小計 60,389,127,102  ��,0�0,0��,���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46,704,130,677 ) (��,��0,0��,��� )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2,022,338,679 ) (�,���,0��,��� )
 支付的各項稅費 (4,230,989,657 ) (�,���,���,0�0 )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83,622,823 ) (���,���,��� )    

 現金流出小計 (53,241,081,836 ) (�0,���,���,���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148,045,266  ���,�0�,��0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所收到的現金 602,193  �,���,0��
 取得投資收益所收到的現金 202,369,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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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6,494  ��,���,���
 收到的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0,310,375  �,0��,���    

 現金流入小計 226,698,246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2,112,041,453 ) (�,���,��0,��� )
 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229,751,509 ) (��,0��,��0 )
 增加抵押存款所支付的現金 –  (�,000,000 )    

 現金流出小計 (2,341,792,962 ) (�,���,���,���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115,094,716 ) (�,�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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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止�個月期間

人民幣元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2008年  �00�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10,485,639,363  ��,��0,000,000    

 現金流入小計 10,485,639,363  ��,��0,000,000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13,420,897,130 ) (�,�0�,000,000 )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支付的現金 (1,313,112,663 ) (�,��0,���,�0� )    

 現金流出小計 (14,734,009,793 ) (�0,���,���,�0�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248,370,430 ) �,���,0��,0��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7,861,302  (�,���,��� )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額 802,44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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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7,811,2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