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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董事闫宗文，因出差在外未能出席,其他董事全部出席了第四届董事会四次会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杨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闫宗文,会计机构负责人宁成顺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祁连山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60072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云鹏 罗鸿基 杨宗峰 

联系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力行新村 3 号祁连山大厦 兰州市城关区力行新村 3 号祁连山大厦

电话 0931-4900698 0931-4900699 

传真 0931-4900697 0931-4900697 

电子信箱 qlssn@163.com qlssn@163.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数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63,096,777.33 2,195,123,114.96 3.1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元) 
861,971,990.22 868,287,165.71 -0.73

每股净资产(元) 2.18 2.19 -0.46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2.11 2.12 -0.47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889,857.64 -14,889,857.64 -326.89

每股收益(元) -0.017 -0.017 -46.96

净资产收益率(%) -0.77 -0.77 减少 0.24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 
-0.62 -0.62 减少 0.02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单位：元）

扣除公司日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

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1,327,661.28

所得税影响数 3,378.11

减：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 -9,628.27

合计 -1,333,9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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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利润表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142,532,345.91 116,751,619.40 10,563,304.65 -

减：主营业务成本 107,318,959.94 89,954,188.38 10,548,847.13 -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396,672.73 895,101.49 -8,760.91 -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33,816,713.24 25,902,329.53 23,218.43 -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51,180.05 223,511.40 8,442.40 -

减: 营业费用 16,369,354.21 11,706,027.89 364,383.60 -

管理费用 17,300,722.24 13,210,826.71 1,155,692.38 841,002.92

财务费用 9,453,677.95 7,233,099.70 1,156,582.80 423,734.3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155,861.11 -6,024,113.37 -2,644,997.95 -1,264,737.31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49,833.67 484,080.04 -4,021,405.79 -3,272,716.10

补贴收入 5,195,699.95 1,260,654.21 - -

营业外收入 500.00 416,948.09 - -

减：营业外支出 1,328,161.28 700,593.03 -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5,937,656.11 -4,563,024.06 -6,666,403.74 -4,537,453.41

减：所得税 430,408.97 199,632.18 9,393.30 

减：少数股东损益 307,731.96 -219,922.02 - -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 - - -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675,797.04 -4,542,734.22 -6,675,797.04 -4,537,453.41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5,618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裕隆证券投资基金 3,658,432 人民币普通股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2,531,463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972,52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守凤 1,398,859 人民币普通股 

朱斌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余光辉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851,477 人民币普通股 

邵明芹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市能投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439,665 人民币普通股 

张俊华 406,5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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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一季度，随着省内及周边地区重点工程项目开工建设，水泥消费需求呈现恢复性增长，受市场拉

动，公司生产销售形势良好，产销量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实现了首季度

产销量“开门红”。水泥生产总量(含商品熟料，下同) 80.05 万吨,完成季度计划的 107.60%,同比增

长 34.84％；水泥销售总量 81.79 万吨, 完成计划的 109.93％，同比增长 36.6％。但一季度利润总

额亏损 590 万元，同比下滑 30.13%。主要原因：一是煤、电、包装袋价格上涨及市场竞争的加剧、

营销难度的加大和销售人员的增加，致使产品制造成本上升、营销费用增加；二是本季度 1、2 月份

执行的大部分都是在 2005 年签订的产销合同，价格相对较低，导致前两个月亏损。3 月份市场逐渐

转入旺季，实现利润 600 多万元；三是每年的一季度均为水泥销售淡季，本报告期虽然产销量同比增

幅较大，但产能发挥率只有 63%，导致固定成本上升，利润下滑。 

    第二季度是水泥产品销售旺季，计划产销水泥 141 万吨。为了确保第二季度公司产销“双过半”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公司经营班子决定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强化营销管理，做好售后服务工作。今年以来，水泥市场需求趋于好转，要抓住机遇，加强

市场调研，准确捕捉市场信息，科学分析市场导向，把握市场需求，创新营销模式，灵活销售策略,

适时适度在适当的区域提高水泥价格；要进一步完善销售网络，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要加强售后服

务等各项工作，满足市场需求。同时，要强化货款回收工作，根据各子公司所处的区域和市场环境，

下任务，定指标，制订考核办法，狠抓落实，严格物资顶帐审批程序，着力提高货款回收率和回款质

量，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二、加强生产管理，强化产销协调。二季度是水泥产品销售的高峰期。要进一步加强生产指挥调

度，努力克服水泥品种多，组织协调难度大的问题；要抓好抓实产销协调，以市场为导向，精心组织

好产品生产，以优质的产品满足用户需求；要夯实基础管理，进一步加强生产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

工作，减少或杜绝设备故障和设备事故；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完善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实现安全高效生产。 

    三、加强成本控制和费用支出，提高企业盈利水平。要教育和引导广大职工牢固树立“成本效

益”观念，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心，从严控制成本；要进一步加大成本管理的绩效考核力度，从源头

抓起，严格控制原燃材料、备品配件的质量和成本。要加强生产环节的过程管理，以建设节约型企业

为宗旨，定目标、想办法，在节能降耗、生产成本控制上狠下功夫，不断优化工艺参数，提升产品质

量、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 

    四、加快市场整合步伐，提高市场集中度。与“大通河”强强联合的工作要加快进度，按照“以

人为本、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原则尽快实现销、供、产、人、财、物的统一；与“寿

鹿山”战略重组的工作也要加快进度，力争 6 月份完成资产评估确定整合方案。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水泥 122,128,961.69 89,266,821.29 25.93

商品熟料 7,911,659.70 7,192,292.54 8.11

商品混凝土 12,491,724.52 10,859,846.11 12.08

其中:关联交易 6,089,649.91 5,535,491.77 8.12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准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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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地处西北内陆省份，水泥产品的销售存在季节性特征。一般情况下，一年中的 3 月下旬至

11 月份上旬为水泥销售旺季，11 月下旬至次年 3 月上旬为水泥销售淡季。本报告期，公司产品处于

销售淡季。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收入与营业

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06 年第一季度期末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期初数 期末数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余额 35,427,662.83 35,427,662.83

清欠方式 清欠金额 清欠时间 

现金清偿 35,427,662.83 2006 年 4 月 12 日 

 

 

清欠进展情况 

2006 年 4 月 12 日，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限公司已以现金方式全部归还了所欠本公司的全部资金。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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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不适用  

 

3.7 公司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皓 

2006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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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6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期末数 期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2,182,099.40 68,588,989.63 34,107,466.93 22,028,034.63

短期投资 - - - -

应收票据 46,455,300.00 47,178,669.40 - -

应收股利 - - - -

应收利息 - - - -

应收账款 210,617,118.24 188,024,547.50 62,791,479.52 103,285.00

其他应收款 84,410,880.85 55,335,893.72 89,284,102.10 155,963,467.00

预付账款 59,450,258.85 91,021,070.95 14,197.10 -

应收补贴款 1,617,894.65 - - -

存货 207,846,005.14 174,887,489.00 11,560,096.45 -

待摊费用 9,669,393.18 4,274,470.03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 - 115,000,000.00 115,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 - - -

流动资产合计 712,248,950.31 629,311,130.23 312,757,342.10 293,094,786.63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3,101,095.84 104,907,276.89 751,619,265.98 758,426,782.09

长期债权投资 - - 10,000,000.00 10,000,000.00

长期投资合计 103,101,095.84 104,907,276.89 761,619,265.98 768,426,782.09

其中：合并价差 26,011,075.84 27,621,517.31 761,619,265.98 -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 - - -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520,900,778.35 1,521,528,394.28 16,086,176.60 16,047,046.60

减：累计折旧 280,451,565.57 254,361,771.20 1,675,469.03 1,556,365.01

固定资产净值 1,240,449,212.78 1,267,166,623.08 14,410,707.57 14,490,681.59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 -

固定资产净额 1,240,449,212.78 1,267,166,623.08 14,410,707.57 14,490,681.59

工程物资 - - - -

在建工程 172,577,248.87 153,050,505.76 44,479,752.32 46,379,752.32

固定资产清理 - - - -

固定资产合计 1,413,026,461.65 1,420,217,128.84 58,890,459.89 60,870,433.91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32,382,689.53 32,539,048.29 7,909,264.00 7,969,583.00

长期待摊费用 2,337,580.00 8,148,530.71 - -

其他长期资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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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34,720,269.53 40,687,579.00 7,909,264.00 7,969,583.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 - - -

资产总计 2,263,096,777.33 2,195,123,114.96 1,141,176,331.97 1,130,361,585.6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39,220,000.00 520,100,000.00 90,000,000.00 232,000,000.00

应付票据 4,000,000.00 10,10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00

应付账款 113,533,204.23 144,881,289.66 54,876,147.66 97,000.00

预收账款 73,252,790.30 57,060,958.35 24,817,811.36 -

应付工资 3,497,657.47 3,607,518.26 1,347,212.15 1,347,212.15

应付福利费 6,363,472.75 6,371,289.13 2,032,543.57 1,947,292.73

应付股利 936,909.54 1,432,024.79 - -

应交税金 12,787,787.59 7,999,953.17 -1,021,629.97 228,189.96

其他应交款 2,820,680.74 1,935,498.31 18,009.68 494.74

其他应付款 118,088,436.14 123,242,044.99 98,303,815.16 11,623,798.00

预提费用 3,599,332.26 802,577.33 - -

预计负债 - -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186,800,000.00 186,8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 - - -

流动负债合计 1,164,900,271.02 1,064,333,153.99 294,373,909.61 277,243,987.58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122,799,034.54 149,677,629.30 - -

应付债券 - - - -

长期应付款 - - - -

专项应付款 1,300,000.00 1,200,000.00 - -

其他长期负债 - - - -

长期负债合计 124,099,034.54 150,877,629.3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 - - -

负债合计 1,288,999,305.56 1,215,210,783.29 294,373,909.61 277,243,987.58

少数股东权益 112,125,481.55 111,625,165.96 -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95,902,332.00 395,902,332.00 395,902,332.00 395,902,332.00

减：已归还投资 - - - -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395,902,332.00 395,902,332.00 395,902,332.00 395,902,332.00

资本公积 261,412,947.86 261,052,326.51 261,412,947.86 261,052,326.51

盈余公积 51,137,554.99 51,137,554.79 46,912,817.10 46,912,817.10

其中：法定公益金 17,322,152.93 17,322,152.93 15,913,907.03 15,913,907.03

未分配利润 153,519,155.37 160,194,952.41 142,574,325.40 149,250,122.44

拟分配现金股利 - - -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

减：未确认投资损失 - - -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861,971,990.22 868,287,165.71 846,802,422.36 853,117,598.0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2,263,096,777.33 2,195,123,114.96 1,141,176,331.97 1,130,361,585.63

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皓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闫宗文 会计机构负责人: 宁成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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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6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142,532,345.91 116,751,619.40 10,563,304.65 -

减：主营业务成本 107,318,959.94 89,954,188.38 10,548,847.13 -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396,672.73 895,101.49 -8,760.91 -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33,816,713.24 25,902,329.53 23,218.43 -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51,180.05 223,511.40 8,442.40 -

减: 营业费用 16,369,354.21 11,706,027.89 364,383.60 -

管理费用 17,300,722.24 13,210,826.71 1,155,692.38 841,002.92

财务费用 9,453,677.95 7,233,099.70 1,156,582.80 423,734.3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155,861.11 -6,024,113.37 -2,644,997.95 -1,264,737.31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49,833.67 484,080.04 -4,021,405.79 -3,272,716.10

补贴收入 5,195,699.95 1,260,654.21 - -

营业外收入 500.00 416,948.09 - -

减：营业外支出 1,328,161.28 700,593.03 -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5,937,656.11 -4,563,024.06 -6,666,403.74 -4,537,453.41

减：所得税 430,408.97 199,632.18 9,393.30 -

减：少数股东损益 307,731.96 -219,922.02 - -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 - - -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675,797.04 -4,542,734.22 -6,675,797.04 -4,537,453.41

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皓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闫宗文 会计机构负责人: 宁成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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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6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3,275,373.75 15,726,026.17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06,827.59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76,979.12 26,377,695.37

现金流入小计 146,359,180.46 42,103,721.5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5,697,966.64 19,433,412.7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157,683.65 529,095.1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527,166.81 558,359.9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66,221.00 906,698.83

现金流出小计 161,249,038.10 21,427,56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89,857.64 20,676,154.9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518,724.96 1,518,724.96

其中：出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 -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1,628,006.7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 -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现金流入小计 1,518,724.96 3,146,731.6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6,249,868.79 -1,900,000.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10,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529,245.70

现金流出小计 16,249,868.79 5,570,754.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31,143.83 -2,424,022.6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收到的现金 -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06,000,000.00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80.38 -

现金流入小计 106,001,180.38 -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42,121,877.84 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0,255,571.67 1,172,700.00

其中：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 -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09,619.63 -

其中：子公司依法减资支付给少数股东的现金 - -

现金流出小计 52,787,069.14 6,172,7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214,111.24 -6,172,7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593,109.77 12,079,432.30

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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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675,797.04 -6,675,797.04

加：少数股东损益(亏损以“-”号填列) 307,731.95 -

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 -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39,301.77 -39,301.77

固定资产折旧 26,219,356.23 105,173.22

无形资产摊销 211,676.26 60,319.0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55,361.00 -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4,994,923.14 -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1,228,932.80 -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

益) 
513,005.57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 -

财务费用 9,469,339.61 1,171,658.88

投资损失（减：收益） 689,135.44 4,060,707.56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 -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24,973,239.91 -5,747,504.4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57,232,021.41 -46,695,957.3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40,636,565.96 74,436,856.93

其他 -505,67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89,857.64 20,676,154.93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 -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 -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92,182,099.40 34,107,466.93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68,588,989.63 22,028,034.63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 -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593,109.77 12,079,432.30

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皓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闫宗文 会计机构负责人: 宁成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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