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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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 9人，董事汪伟先生委托董事倪进安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
事韦法云先生委托独立董事乔春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陈淮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行使表决

权。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负责人汪永茂，财务总监惠元白，会计机构负责人赵宏亮声明：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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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源煤电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60097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忠柱   

联系地址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刘桥镇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   

电话  0557-3986269 3986224 3986204   

传真  0557-3986269   

电子信箱  E-mail：wangzhongzhu@vip.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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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21,975,635.49 1,178,090,034.25 3.73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851,166,213.40 803,541,653.80 5.93
每股净资产(元)  6.78 6.40 5.94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6.78 6.40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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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78,032.34 33,778,032.34 ---

每股收益(元)  0.38 0.38 ---

净资产收益率(%)  5.60 5.60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  5.60 5.60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损益  -1,680.00
固定资产盘盈产生的损益  -101,000.00
其他  -10,000.00

合计  -112,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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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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数（1-3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262,308,742.24
减：主营业务成本  156,167,945.06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025,738.96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3,115,058.22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4,528.57
减: 营业费用  7,019,273.37
管理费用  25,572,418.71
财务费用  -390,857.52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0,968,752.2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2,680.00
减：营业外支出  20,0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1,081,432.23
减：所得税  23,456,872.63
减：少数股东损益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7,624,559.60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07,405,065.59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255,029,625.19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255,029,625.19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未弥补亏损以“-”号填列)  255,029,625.19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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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H股
或其它）  

中国工商银行－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3,892,243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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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证券投资基金  1,640,609 A股  
中国银行－景宏证券投资基金  1,524,871 A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00,720 A股  

中国银行－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A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股票投资基金  920,000 A股  
交通银行－久富证券投资基金  876,132 A股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857,979 A股  
中国银行－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748,990 A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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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做大做强煤炭主业、辅以资源综合利用”的发展战略，制定了一系列

的生产经营策略，加大安全管理，加快生产建设，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安全管理抓住“一通三防”、

防治水、顶板、斜巷运输等安全重点不放松，强化现场管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依靠科技进

步，加快生产建设，优化生产布局，充分发挥机械化效能，向机械化、高产高效要效益；经济运行重

点抓成本目标控制，以吨煤成本控制为目标，强化并充分发挥各基层单位的成本中心功能和成本控制

职能，努力做到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原煤 81.01万吨，销售商品煤 75.58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26230.87万元，实现净利润 4762.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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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煤炭  262,308,742.24 156,167,945.06 40.46
分产品   

煤炭  262,308,742.24 156,167,945.06 40.46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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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皖北煤电集团总仓库实业公司、皖北煤电

集团孟庄煤矿、皖北煤电集团前岭煤矿、皖北煤电集团毛郢孜煤矿共发生如下日常关联交易： 
1）、采购材料 
共计 1617855.29元，占报告期同类交易金额比率约为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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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共计 50421.21元，占报告期同类交易金额比率约为 0%。 
3）、接受关联方劳务 
共计 9810247.01元，占报告期同类交易金额比率约为 85%。 
关联交易定价依据：这些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有政府定价的采取政府

定价，没有政府定价的，根据市场公平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 
由于这些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并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实现成本

的持续降低，保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正常运行，未对公司利润造成不利影响。 
各类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均未超过年初预计全年金额的 1/4，有效的控制了成本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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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汪永茂  
日期:       2005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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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5年 3月 31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24,646,560.84 548,641,348.35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102,903,375.00 74,303,867.60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44,881,983.24 28,218,936.92
其他应收款  2,836,114.76 1,175,783.30
预付账款  1,252,620.37 1,001,717.88
应收补贴款    
存货  32,260,401.20 26,794,342.47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08,781,055.41 680,135,996.52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543,314,683.38 541,660,406.18
减：累计折旧  156,119,248.20 144,545,259.59
固定资产净值  387,195,435.18 397,115,146.59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387,195,435.18 397,115,146.59
工程物资   578,583.62
在建工程  34,035,278.68 5,935,984.86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421,230,713.86 403,629,715.07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91,824,403.82 94,340,506.55
长期待摊费用  139,462.40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91,963,866.22 94,340,506.55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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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1,221,975,635.49 1,178,106,218.1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4,100,000.00 44,100,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9,437,466.38 30,126,901.39
预收账款  34,580,466.62 32,986,502.17
应付工资  380,734.60 435,734.60
应付福利费  11,120,230.02 9,137,308.60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19,705,887.77 11,133,182.99
其他应交款  2,870,268.68 1,039,942.92
其他应付款  150,387,186.17 188,016,307.05
预提费用  21,097,704.33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21,801,666.67 30,81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35,481,611.24 347,785,879.72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35,327,810.85 26,778,684.62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35,327,810.85 26,778,684.62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370,809,422.09 374,564,564.3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25,600,000 125,600,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资本公积  405,965,921.81 405,965,921.81
盈余公积  64,570,666.40 64,570,666.40
其中：法定公益金  32,285,333.20 32,285,333.20
未分配利润  255,029,625.19 207,405,0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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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166,213.40 803,541,653.8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1,221,975,635.49 1,178,106,2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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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5年 1—3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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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581,799.4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53,233.60
现金流入小计  294,635,033.0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4,212,929.1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8,816,367.84
支付的各项税费  48,694,610.7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133,092.99
现金流出小计  260,857,00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78,032.3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出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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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

金  56,941,019.85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56,941,019.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941,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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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30,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83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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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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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31,8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1,8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994,7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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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47,624,559.60
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11,573,988.61
无形资产摊销  2,516,102.73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21,097,704.33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
收益)  -102,680.0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831,800.00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5,466,058.7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94,639,391.7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50,342,007.53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78,0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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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646,560.84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548,641,3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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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4,78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