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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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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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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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度期末增減（%）

總資產 ��,��9,9�9,9��  ��,���,���,���  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股東權益 ��,09�,���,��9  ��,00�,9��,���  -�.��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每股淨資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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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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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		 本報告期比上年
	 報告期		 報告期期末		 同期增減（%）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9�,��0,��� ) (�9�,��0,��� ) -���.��

基本每股收益 (0.���� ) (0.���� ) -�00.00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
 基本每股收益 (0.��9� ) (0.��9� ) -�0�.9�

稀釋每股收益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全面攤薄淨資產
 收益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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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補助 �,���,��0

遞延收益攤銷 ��,���,�9�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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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扣除所得稅影響後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非經常性損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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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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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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境外上市外資股

中國建設銀行－鵬華價值優勢股票型
 證券投資基金 ��,99�,�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工商銀行－南方成份精選股票型證券
 投資基金 ��,�99,9��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建設銀行－上投摩根中國優勢證券
 投資基金 ��,9��,���  人民幣普通股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興業趨勢投資
 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銀行－泰達荷銀行業精選證券
 投資基金 ��,9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工商銀行－諾安股票證券投資基金 ��,�9�,���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建設銀行－工銀瑞信紅利股票型證券
 投資基金 �9,999,99�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工商銀行－招商核心價值混合型證券
 投資基金 �9,999,9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銀行－嘉實穩健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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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國際國內鋼材市場需求繼續明顯減弱，鋼鐵企業生產經營形勢更加
嚴峻。一方面鋼材出口受阻嚴重，出口量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鋼材國內銷售困
難，鋼材價格從�月�日開始大幅下跌。為此，公司採取了一系列強化研產銷、降低
成本的針對性措施，在採購、研發、生產、管理、銷售等各環節做了大量艱苦細緻
的工作，努力增收節支。但是，由於鋼材價格下跌的幅度遠遠超過產品成本下降的
幅度，公司生產經營出現虧損。

�009年�-�月，公司及附屬公司（以下簡稱「本集團」）共生產生鐵���萬噸、粗鋼���萬
噸及鋼材���萬噸（其中本公司生產生鐵�9�萬噸、粗鋼�0�萬噸、鋼材���萬噸），同
比分別減少約�.��%、9.��%及�.��%。報告期，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計算，本集團
營業收入同比下降��.��%、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同比下降���.��%，主要
均系公司鋼材產品銷售價格大幅下降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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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票據 增加��.�0% 本期間票據貼現減少所致。

其他應收款 減少��.�0% 本期間預付海關進口稅費減少所致。

應付票據 增加�00.��% 本期間採用票據結算的貨款增加所致。

應交稅費 減少���.��% 本期間增值稅銷項稅額小於進項稅額及所得
稅減少所致。

應付利息 減少��.��% 本期間應付未付的利息減少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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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本期間產品銷售價格下跌所致。

營業稅金及附加 減少��.��% 本期間營業收入及出口關稅減少所致。

公允價值變動
 收益

增加�09.�0% 本期間公司持有的股票之價格上漲所致。

投資收益 減少��.��% 本期間分佔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盈利減少所
致。

營業外收入 增加��.0�% 本期間收到的政府補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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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增減幅度 變動原因

所得稅費用 減少9�.��% 本期間利潤總額減少所致。

少數股東損益 減少��.0�% 本期間部分非全資子公司利潤總額減少所
致。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減少�9.��% 本期間產品銷售價格下跌，銷售收到的現金
減少所致。

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增加��.9�% 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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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0�.9�% 本期間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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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公司同時聲明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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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證交所」）等監管部門的處罰，並承擔相應的法
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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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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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日首次通過上海證交所交易系統增持了本公司A股股份
�,���萬股（佔當時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0.�%），同時，集團公司承諾：自其首
次增持之日（即�00�年9月��日）起��個月內，繼續通過上海證交所交易系統增
持本公司A股股份，累計增持比例不超過本公司總股本（即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
本）的�%（含該次已增持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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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00�年��月��日，集團公司共增持了本公司A股股份��,���,9��股，佔其
首次增持時公司已發行股本的0.��%，未超過其首次增持時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亦未減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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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發生追加股份限售承諾的情況。

3.3	 證券投資情況
 單位：人民幣元
	 		 		 期末		 初始		 期末		 期初		 會計
序號	 證券代碼		 簡稱		 持有數量		 投資金額		 賬面值		 賬面值		 核算科目
 � �0����  中國石油  ��,000  ���,�00  �99,��0  ���,9�0  交易性金融資產
 � �0��90  中國中鐵  ��,000  ���,�00  ��9,��0  ���,��0  交易性金融資產
 � �0��9�  中煤能源  ��,000  �0�,9�0  �0�,��0  ��,��0  交易性金融資產
 � �0����  中國鐵建  �0,000  ���,�00  ���,000  �00,�00  交易性金融資產           

合計       �,���,��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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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公司董事會於�009年�月��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的《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
訂案》，明確規定公司的現金分紅政策應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該修訂案將於�009年
�月��日提交股東週年大會審議。

承董事會命
顧建國
董事長

�009年�月��日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顧建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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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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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年�月��日
人民幣元

 2009年		 �00�年
 3月31日		 ��月��日
資產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7,233,108,181		 �,9��,0��,���
 交易性金融資產 871,030		 ���,��0
 應收票據 1,969,332,263		 �,���,���,��9
 應收賬款 788,495,253		 ���,���,�0�
 預付款項 1,128,432,193		 �,�0�,���,���
 其他應收款 163,247,832		 ���,�9�,���
 存貨 8,810,102,700		 9,���,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2,938,870		 �,9��,��0   

流動資產合計 20,096,528,322		 �9,��0,���,09�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948,664,763		 909,��0,0��
 投資性房地產 1,171,397		 �,�0�,��0
 固定資產 40,177,408,041		 �0,��9,�9�,���
 工程物資 554,055,949		 ���,���,���
 在建工程 2,087,644,133		 �,���,9��,���
 無形資產 1,836,287,849		 �,��0,��9,���
 遞延所得稅資產 618,199,499		 ���,9��,���   

非流動資產合計 46,223,431,631		 ��,90�,9�0,���   

資產總計 66,319,959,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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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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年�月��日
人民幣元

	 2009年	 �00�年
 3月31日	 ��月��日
負債和股東權益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390,868,697		 �,���,000,000
 應付票據 3,149,951,067	 �,0�9,���,���
 應付賬款 6,291,518,265	 �,���,��0,���
 預收款項 5,271,415,438		 �,���,9��,��0
 應付職工薪酬 164,955,060		 �9�,���,��9
 應交稅費 (323,130,088	) ���,��9,�0�
 應付利息 21,514,990	 ��,099,���
 應付股利 1,101,630,638	 �,�0�,���,0��
 其他應付款 790,863,850	 �0�,���,0�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207,463,772	 ���,��9,���   

流動負債合計	 18,067,051,689	 ��,��0,���,���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6,971,714,971	 ��,���,�9�,���
 應付債券 5,055,334,044		 �,99�,9��,���
 遞延收益 561,220,705	 ���,��9,�9�
 遞延所得稅負債 6,678,903	 �,���,90�
 其他非流動負債 7,485,033	 �,���,0��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602,433,656	 ��,���,9��,99�   

負債合計	 40,669,485,345	 �9,���,���,��0   
股東權益：
 股本 7,700,681,186	 �,�00,���,���
 資本公積 8,338,358,399	 �,���,���,�99
 盈餘公積 3,008,523,500	 �,00�,���,�00
 未分配利潤 6,108,575,102	 �,00�,�9�,���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61,255,958	) (��,���,�0� )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權益合計 25,094,882,229	 ��,00�,9��,���

 少數股東權益 555,592,379	 ��0,��9,��9   

股東權益合計 25,650,474,608  ��,���,�0�,���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66,319,959,953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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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9年1-3月		 �00�年�-�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營業收入	 11,531,083,575		 ��,���,��9,��0

減：營業成本 11,901,631,985		 ��,���,���,��0
  營業稅金及附加 26,548,999		 ���,��9,���
  銷售費用 62,366,538		 ��,���,9��
  管理費用 220,069,072		 ���,9��,�9�
  財務費用 270,073,807		 ���,�09,���
  資產減值損失 –		 –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 57,780		 (���,��0 )
  投資收益 38,561,543		 �0,9��,0��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30,504,702		 ��,���,��9   

營業利潤 (910,987,503	)	 �,0��,�90,��9

加：營業外收入 24,659,973		 ��,���,��0
減：營業外支出 182,065		 ���,0�9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淨損失 –		 –   

利潤總額 (886,509,595	)	 �,0��,0��,��0

減：所得稅 6,790,204		 ��9,���,��0   

淨利潤 (893,299,799	)	 ���,�00,��0   

 其中：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898,620,183	)	 ���,9��,��0
    少數股東損益 5,320,384		 ��,���,��0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11.35)分		 ��.��分   

 稀釋每股收益 不適用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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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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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7,464,087	 ��,���,���,���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41,225,023	 ���,���,�00   

 現金流入小計 12,668,689,110	 ��,��9,���,���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10,179,992,073	) (��,09�,���,��0 )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507,555,323	) (���,���,��� )
 支付的各項稅費 (1,068,452,351	) (�,���,��0,��� )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86,308,719	) (���,���,��� )   

 現金流出小計 (12,042,308,466	) (�0,�0�,��9,���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26,380,644		 �,0��,���,���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取得投資收益所收到的現金 8,056,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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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95	 �,�09,���   

 現金流入小計 8,149,936	 �,�09,���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380,204,272	) (���,���,�0� )
 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41,391,512	) –   

 現金流出小計 (421,595,784	) (���,���,�0�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13,445,848	) (���,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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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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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6,289,008,000	 �,9��,��9,���   

 現金流入小計 6,289,008,000	 �,9��,��9,���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5,021,292,600	) (�,���,���,��� )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
  支付的現金 (218,772,733	) (���,���,��� )   

 現金流出小計 (5,240,065,333	) (�,���,���,���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048,942,667	 ���,���,���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20,143,505	 (��,��9,��9 )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282,020,968	 �,�0�,���,�9�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5,951,087,213	 �,�9�,9��,�0�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7,233,108,181	 �,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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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年�月��日
人民幣元

	 2009年	 �00�年
 3月31日	 ��月��日
資產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4,699,476,988		 �,���,���,�0�
 交易性金融資產 871,030		 ���,��0
 應收票據 2,069,406,076		 �,��0,9��,�0�
 應收賬款 1,121,796,577		 ��0,0��,���
 預付款項 1,292,738,160		 �,���,���,�0�
 其他應收款 27,938,423		 ��,�0�,0��
 存貨 7,702,727,924		 �,99�,0��,�9�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2,938,870		 �,9��,��0   

流動資產合計 16,917,894,048		 ��,00�,���,���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2,080,203,293		 �,0��,���,���
 投資性房地產 18,774,680		 ��,�09,���
 固定資產 38,306,324,363		 ��,���,�0�,9��
 工程物資 491,635,585		 ���,��9,���
 在建工程 1,840,660,156		 �,���,���,���
 無形資產 1,261,964,019		 �,��9,9��,���
 遞延所得稅資產 603,267,351		 �0�,���,���   

非流動資產合計 44,602,829,447		 ��,��0,���,���   

資產總計 61,520,723,495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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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年�月��日
人民幣元

 2009年		 �00�年
 3月31日		 ��月��日
負債和股東權益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388,000,000		 ��0,000,000
 應付票據 1,389,055,269		 �0,000,000
 應付賬款 6,228,220,161		 �,9��,0��,�9�
 預收款項 4,581,601,363		 �,���,99�,�09
 應付職工薪酬 90,489,566		 ���,���,���
 應交稅費 (315,517,167	)	 ��0,�99,�9�
 應付利息 21,316,858		 ��,���,���
 應付股利 1,101,630,638		 �,�0�,���,0��
 其他應付款 697,552,865		 ���,���,�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200,000,000		 ���,000,000   

流動負債合計 14,382,349,553		  ��,���,���,��0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6,961,157,167		 ��,���,���,�00
 應付債券 5,055,334,044		 �,99�,9��,���
 遞延收益 545,748,205		 ���,�0�,�9�
 其他非流動負債 7,485,033		 �,���,0��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569,724,449		  ��,���,��9,0��   

負債合計 36,952,074,002		 ��,��0,���,���   

股東權益：
 股本 7,700,681,186		 �,�00,���,���
 資本公積 8,338,358,399		 �,���,���,�99
 盈餘公積 2,864,520,805		 �,���,��0,�0�
 未分配利潤 5,665,089,103		 �,���,���,���   

股東權益合計 24,568,649,493		 ��,���,�9�,9��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61,520,723,495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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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9年1-3月		 �00�年�-�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營業收入 12,154,417,540		 ��,�0�,���,�9�

減： 營業成本 12,620,818,078		 ��,��0,���,�9�
 營業稅金及附加 21,362,095		 ���,�0�,���
 銷售費用 58,855,544		 ��,��9,���
 管理費用 174,939,984		 ��9,0��,0�9
 財務費用 257,935,189		 ��9,0��,���
 資產減值損失 –		 –
加：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 57,780		 (���,��0)
 投資收益 38,752,804		 ��,�09,�9�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
      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30,695,963		 ��,�09,�9�   

營業利潤 (940,682,766	)	 �,0��,��9,��9

加： 營業外收入 23,108,183		 ��,���,9��
減： 營業外支出 171,882		 �0�,���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淨損失 –		 –   

利潤總額 (917,746,465	)	 �,0�0,�00,���

減：所得稅 –		  ���,�00,���   

淨利潤 (917,746,465	)	  �9�,�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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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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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6,764,826		 ��,���,��9,0��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9,814,765		  �0�,���,���   

 現金流入小計 13,396,579,591		  ��,9��,0��,�0�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11,839,995,759	)	 (��,�00,���,99� )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485,268,104	)	 (�0�,0��,�0� )
 支付的各項稅費 (1,051,099,268	)	 (�,�0�,0��,��� )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58,197,260	)	 (���,���,00� )   

 現金流出小計 (13,734,560,391	)	 (��,�9�,��0,0��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37,980,800	)	 �,���,�9�,���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取得投資收益所收到的現金 8,056,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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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95		  �,�09,���   

 現金流入小計 8,149,936		  �,�09,���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379,711,068	)	 (��0,��0,��9 )
 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32,391,512	)	 –   

 現金流出小計 (412,102,580	)	 (��0,��0,��9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03,952,6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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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年�月��日止季度

人民幣元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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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6,289,008,000		  �,9��,��9,���  

 現金流入小計 6,289,008,000		  �,9��,��9,���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5,021,292,600	)	 (�,���,���,��� )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
  支付的現金 	(217,646,159	)	 (���,���,��� )  

 現金流出小計 (5,238,938,759	)	 (�,���,���,���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050,069,241		  ���,���,���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23,026,785		 (9,9�9,9�� )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331,162,582		  �,�90,90�,9��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4,368,314,406		 �,���,��9,���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4,699,476,988		  �,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