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俞亚鹏、总经理阮小江及总会计师冯元庆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4,468,819,192.00 4,254,177,635.00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04,967,196.00 2,937,664,792.00 5.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35,924,364.00 10.41% 5,493,109,976.00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392,902.00 212.45% 167,302,404.00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367,352.00 8,363.54% 162,393,831.00 -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162,234.00 9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 212.5% 0.372 -19.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 212.5% 0.372 -19.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1.21% 5.54% -1.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81,9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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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0,000.00

债务重组损益 141,19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71,63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66,219.00

合计 4,908,573.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0,28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5% 134,620,000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18% 126,618,480

东风汽车公司 国有法人 1.78% 7,980,0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

连－个险投连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 7,700,470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3,805,138

李峰 境内自然人 0.67% 2,988,63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2,826,584

陈国华 境内自然人 0.55% 2,475,842

湖北正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2,280,000 2,280,000 冻结 2,280,000

湖北鼎兴矿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1,973,2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134,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620,000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26,618,480 人民币普通股 126,618,480

东风汽车公司 7,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80,0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 7,700,470 人民币普通股 7,700,470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805,138 人民币普通股 3,805,138

李峰 2,988,630 人民币普通股 2,988,63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826,584 人民币普通股 2,826,584

陈国华 2,475,842 人民币普通股 2,475,842

湖北鼎兴矿业有限公司 1,97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3,200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824,957 人民币普通股 1,824,9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和“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同属“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国华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1,660,968股，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14,874股，合计

2,475,842股，占公司总股本0.55%。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2013年9月30日 2012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18,748,622 72,730,861 63% 主要是现款支付货款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376,452,597 282,378,732 33% 主要是用于支付货款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437,489,278 286,605,380 53% 主要是内贸销售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181,735 2,178,065 46% 主要是应收税费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6,531,190 140,841,981 -74%

主要是一轧钢厂扩大产能等项目转入固

定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23,413 20,112,132 -78% 主要是本期预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20,000,000 130,000,000 -85% 主要是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134,428,026 85,181,283 58% 主要是用于支付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774,140 12,474,534 42% 主要是应付福利费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04,555,957 51,899,943 101% 主要是应付修理费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7,000,000 7,000,000 571% 主要是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长期借款 182,000,000 93,000,000 96% 主要是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利润表 2013年1-9月 2012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231,078,788 94,994,443 143% 主要是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3,996,905 1,547,085 1451% 主要是利息支出和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96,519 100%

主要是本期收回以前年度核销的应收账

款所致。

营业外收入 6,055,217 47,323,092 -87% 主要是本期未转回长账龄应付账款。

营业外支出 280,425 5,878,783 -95%

主要是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7,182,896 38,370,293 -55% 主要是所得税返还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没有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没有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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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3年07月30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等基本情

况；没有提供资料。

2013年07月31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等基本情

况；没有提供资料。

2013年08月02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等基本情

况；没有提供资料。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0月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徐文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葛向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葛向全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441,945,239.69 2,065,964,965.48 4,107,220,717.96 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50,838,654.39 809,029,338.72 1,351,142,066.49 29.5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17,318,110.06 18.19% 3,075,551,254.37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3,743,266.39 38.29% 124,627,575.97 3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9,483,761.17 24.86% 117,271,617.94 37.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81,789,106.04 -37.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7 26.95% 0.1571 27.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7 26.95% 0.1571 27.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1% 0.07% 7.8% 0.4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745,336.1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2,614,1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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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6,705.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257,258.5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80,101.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8,796.3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35,974.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2,823.66

合计 7,355,958.0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9,34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横店进出

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77% 120,425,310 120,425,310

浙江光泰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06% 106,519,760 质押 58,805,070

横店集团康裕

药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62% 45,815,760 45,815,760

横店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7% 34,801,230 34,801,230 质押 20,000,000

横店集团家园

化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2% 34,423,214 34,423,214

江信基金公

司－工行－中

江国际信托·中

央财富2号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3.24% 26,400,000 26,400,000

中国工商银

行－诺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6% 15,183,100

青岛市供销社

资产运营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7% 11,200,000

尚建华 境内自然人 1.35% 11,000,000 11,000,000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9,110,27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光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6,519,760 人民币普通股 106,519,760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15,18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83,100

青岛市供销社资产运营中心 1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0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110,270 人民币普通股 9,110,270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西部信托.稳

健人生系列伞形结构化1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8,082,462 人民币普通股 8,082,462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6,248,006 人民币普通股 6,248,006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579,413 人民币普通股 5,579,41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太和

先机策略精选2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737,085 人民币普通股 4,737,085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博信2号-ZJXT-YCII-0806

3,852,564 人民币普通股 3,852,564

孙泽华 3,000,01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光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康裕药业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家园化工有限公司为关联企业，与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构成为一致行动人

关系。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增加43%，主要系本期用票据结算的业务增多所致；

资产负债表预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274%，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预付款增多所致；

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增加40%，主要系本期投资建设增多所致；

资产负债表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减少49%，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待抵扣进项较多所致；

资产负债表应付利息期末比期初增加48%，主要系本期预提利息增多所致；

资产负债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增加141%，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多所致；

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增加59%，主要系本期新增500万政府补助；

资产负债表实收资本期末比期初增加118%，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并且以资本公积金10送10转增股本；

资产负债表资本公积期末比期初减少33%，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三季度利润表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41%，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折旧费、研发支出增多所致；

三季度利润表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22倍，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和税收返还增多所致；

三季度利润表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2.7倍，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增多所致；

三季度利润表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45%，主要系本期营业利润增多所致；

三季度利润表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15%，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多从而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三季度利润表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增加37%和38%，主要系本期毛利总额增加所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收到的税费返还比上年同期增多118%，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增多所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53%，主要系本期的往来减少所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增加3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以及各项资产投资增多支付的税费增多所

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8%， 主要系本期存货增加从而导致支付的金额增多所

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投资活动现金流入比上年同期增加57%，主要系本期新增一家子公司，子公司的货币资金投入所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构建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42%，主要系本期公司发展，投入资产增多所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42%，主要系本期购建长期资产投入的现金增多所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100%，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收到的现金所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33%，主要系本期资金比较充裕偿还借款增多所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筹资活动所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63%，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支付的现金增多所致；

本期现金流量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97%，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和购建长期资产以及采购存货

支付的现金增多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

康裕药业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家园

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横店进出口有

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2012年06月19

日

3年（本次发行

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

月）

持续承诺，履

行正常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

康裕药业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家园

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横店进出口有

限公司

利润补偿承诺

2012年05月10

日

3年（2012年度

-2014年度）

持续承诺，履

行正常

控股股东横店控股及实际控制人横

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

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

2012年06月19

日

长期有效

持续承诺，履

行正常

实际控制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

会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

交易的承诺

2011年06月16

日

3年（2011年6

月16日至2014

年6月16日）

持续承诺，履

行正常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交易标的部分资

产瑕疵的补偿承诺、对

上市公司进行进一步

规范化管理的承诺

2012年08月01

日

长期有效

该项承诺正在

履行期限内，

未发现存在违

反承诺的情

况。

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及相关主体

转让本次重组尚未注

入上市公司部分医药

类股权资产的承诺

2012年08月01

日

12个月（本次

重组完成后12

个月内）

持续承诺，履

行正常

高安良、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

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江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尚建华、毕磊

股份限售承诺

2013年04月09

日

12个月（本次

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

月）

持续承诺，履

行正常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三、对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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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无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建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秀琴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7,842,496,975.55 6,442,288,890.15 2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85,287,146.34 1,222,395,143.85 5.1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22,072,005.46 60.23% 3,083,675,598.13 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600,200.79 -20.17% 36,025,321.16 -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191,372.59 -48.27% 26,585,602.25 -1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78,547,668.45 -1,46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7 -20.15% 0.084 -5.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7 -20.15% 0.084 -5.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0.32% 2.9% -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24,5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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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2,3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7,92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0,555.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25,355.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717.49

合计 9,439,718.9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4,891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74% 213,248,400

张展明 境内自然人 0.49% 2,100,500

池少艳 境内自然人 0.45% 1,950,000

周珉 境内自然人 0.41% 1,765,896

顾秀领 境内自然人 0.37% 1,600,000

张承雄 境内自然人 0.28% 1,195,801

阮冰 境内自然人 0.25% 1,065,171

许新林 境内自然人 0.22% 953,500

长安大学 国有法人 0.22% 950,400

杨永成 境内自然人 0.21% 921,19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13,248,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248,400

张展明 2,1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500

池少艳 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

周珉 1,765,896 人民币普通股 1,765,896

顾秀领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张承雄 1,195,801 人民币普通股 1,195,801

阮冰 1,065,171 人民币普通股 1,065,171

许新林 953,500 人民币普通股 953,500

长安大学 950,4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400

杨永成 921,190 人民币普通股 921,1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发起人；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末比期初减少30.16%，主要原因系公司BT项目本期付现项目增加及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178.52%，主要原因系下属子公司收到以应收票据结算的货款及工程款增加；

3、预付款项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192.25%，主要原因系本期加工企业及新增项目对外支付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57.07%，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支付工程履约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5、存货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78.30%，主要原因系新开工项目新购材料、项目已完工未结算新增所致及子公司下属单位

取得土地开发成本增加；

6、长期股权投资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656.17%，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增对外投资增加；

7、在建工程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2028.60%，主要原因系下属子公司在建生产线投资增加所致；

8、商誉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241.80%，主要原因系本期在企业合并中，因合并成本超过被合并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的差额形成的合并商誉增加所致；

9、长期待摊费用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65.32%，主要原因系新开项目未摊销临时设施增加所致；

10、短期借款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97.68%，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经营性借款增加所致；

11、应付票据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167.51%，主要原因系本期德宏建材公司购买材料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12、预收款项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62.17%，主要原因系公司新开项目收到预付动员款、材料款增加所致；

13、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154.74%，主要原因系本期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未能及时支付；

14、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38.41%，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工程保证金增加；

1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报告期末比期初减少47.09%，主要原因系本期偿还已到期经营性借款；

16、长期借款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47.84%，主要原因系本期经营性借款增加；

17、长期应付款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78.14%，主要原因系本公司新增融资租赁售后租回业务增加所致；

18、专项应付款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100.00%，主要原因系尚未支付的科技经费；

19、专项储备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148.34%,主要原因系本期按照国家安监总局和财政部规定计提的安全生产费增加；

20、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报告期末比期初增加169.68%，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外币报表折算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36.00%，主要原因系公司经营范围扩大所致；

2、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36.21%，主要原因系公司经营范围扩大成本增加所致；

3、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263.41%，主要原因系公司所属生产型子公司产品销售费用加所致；

4、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40.16%，主要原因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及人工成本及环塔广告费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58.41%，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导致利息费用增加；

6、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64.82%，主要原因系下属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长94.32%，主要原因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及对外捐赠支出增加；

8、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99.12%，主要原因系本期计提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54.48%，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回工程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94.32%，主要原因系收到对外投标保证金收回增加所致；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58.37%，主要原因系本期付现成本增加及支付到期的应付票据增加

所致；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61.77%，主要原因系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及人工成本增加所致；

5、支付的各项税费较去年同期增长67.82%，主要原因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156.59%，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及销售管理费用较上

年同期增加；

7、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原因系收回福成矿业投资款；

8、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原因系收到对外投资农信社取得的投资收益；

9、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原因系上期处置湖南华侨股权收到的净

现金；

10、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原因系上期取得子公司所支付现金净额

增加所致；

11、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240.04%，主要原因系BT项目投资收回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2、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249.55%，主要原因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固定资

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13、投资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250.16%，主要原因系本期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4、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84.55%，主要原因系本期对BT项目工程款增加；

15、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投入资金；

16、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售后回租款增加所致；

17、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323.44%，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的融资租赁费及售后回租款增加所

致；

18、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106.50%，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经营性借款增加；

19、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2165.43%，主要原因系支付到期借款增加；

20、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去年同期减少38.10%，主要原因系汇率变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建设

工程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2001�年6�月8�日，本

公司主要控股股东兵团建工集团向本公司承诺：

“作为主发起人，在本公司存续期间保证：自承诺

书出具之日起，兵团建工集团及其除股份公司以

外的其他控制企业（包括管理控制的企业和控股

公司）保证不经营同股份公司相同的业务并且将

不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任何形式的竞争，

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

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努力促使建工集

团其他控制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

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2、为

了避免与股份公司在中国境外潜在的同业竞争，

控股股东兵团建工集团于 2008�年1�月18�日重新

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对避免同业竞争事

项进一步予以明确。具体内容如下：（1）兵团建工

集团保证自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兵团建工集团

及其除股份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或下属企

业（以下统称“下属企业” ）将不增加其对与股份

公司生产、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入，以避免对

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

务竞争；兵团建工集团保证将促使兵团建工集团

的下属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股

份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具体如

下：①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

作、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

参股）直接或间接参与经营或协助经营与发行人

及其附属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②在中国境内和

境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支持发行人及其附

属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与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主

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③以其

他任何方式（无论直接或间接）介入与发行人及

其附属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2）如发生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

企业拥有与股份公司之公路工程施工相关的专用

经营性资产的情形，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将把该等资产以托管、租赁的方式交由股份公司

经营管理，或由股份公司收购、兼并，或通过股份

认购的方式逐步投入股份公司，或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的第三方。凡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有

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发

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须将上述商业机会无偿转让予发行人及其附属公

司。（3）对于由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本身

研究开发、或从国外引进或与他人合作而开发的

与股份公司施工、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

品，股份公司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兵团建工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须将上述新产品或技术以公平

合理的条款授予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优先生产或

受让的权利。（4）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如

拟出售其与股份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

资产、业务或权益，股份公司均有优先购买的权

利；建工集团保证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

时给予股份公司的条件不逊于兵团建工集团向任

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5）如果发生本承诺

书第 3、4�项的情况，兵团建工集团承诺立即将该

等新技术、新产品或欲出售或转让的资产或业务

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股份公司，书面通知应附

有全部有助于对新产品、技术进行分析的数据、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预计投资成本、有关使用权证

和许可证等），并尽快提供股份公司合理要求的

资料。该等购买或授予条件将不逊于兵团建工集

团及其下属企业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之条件；股份

公司在接到书面通知后 60�日内有权以书面形式

通知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是否行使有关该

等新产品、技术优先生产或购买权。（二）关于关

联交易的承诺 2008年 7�月21�日，本公司控股股东

兵团建工集团向本公司承诺：今后将继续严格履

行与北新路桥签署的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在工程

施工期间根据施工进度按月向北新路桥支付工程

款；不会通过关联交易占用或者变相占用发行人

的资金。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严格履行上述承

诺，没有同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2008年01月

18日

1、兵团建

工集团

“避免同

业竞争的

承诺”期

限为本公

司存续期

间；2、兵团

建工集团

“关于关

联交易的

承诺”期

限为本公

司存续期

间。

严格履行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2010�年8�月16�日兵团建工集团出具避免同业竞争

补充承诺，补充承诺内容如下：（1）建工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只进行 BOT项目的投资与建设业务，

BOT项目涉及公路施工建设的，建工集团需将其

中的公路施工业务依法分包给发行人或其他第三

方实施；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不参与公路施工

业务相关的 BT项目的投资与建设；（2）兵团建工

集团确认并向北新路桥声明，兵团建工集团在签

署本承诺书时是代表其本身及其下属企业签署

的；（3）兵团建工集团确认本承诺书旨在保障北

新路桥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4）如果兵团建

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给发

行人及其附属公司造成损失，兵团建工集团同意

给予北新路桥相应赔偿。

2010年08月

16日

兵团建工

集团“避

免同业竞

争补充承

诺”期限

为本公司

存续期间。

严格履行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50% 至 0%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876.95 至 3,753.89

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753.8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本公司出于谨慎原则，对2013年度经营业绩作出以上预测，主要原因有以

下两个方面：1、本年度公司规模持续增大，员工人数也相应增多，加之公

司本年度进一步提高员工工资，员工福利及社会保险支出增多，造成本年

度管理费用较去年有所提高；2、公司本年度债务融资较去年有所增加，利

息支出相应增加，导致本年度财务费用较去年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000753 漳州发展 511,402.50 45,000 58,500 244,530.00 1,53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股票 600050 中国联通 61,611.00 55,000 55,000 179,850.00 -12,65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股票 601398 工商银行 45,127.28 20,900 20,900 80,465.00 -6,27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股票 601857 中国石油 136,656.00 9,000 9,000 70,830.00 -10,53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合计 754,796.78 129,900 -- 143,400 -- 575,675.00 -27,92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报告期内交易性金融资产系控股子公司深圳瑞锦实业有限公司被我公司收购之前所购买的股票，报告期内公司

未作处理。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建国

2013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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