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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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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3  公司董事长张健先生、董事总经理张电子先生、财务负责人阎玲女士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神马实业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60081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臻 范维 

联系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 63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 63号 

电话 0375-3921231 0375-3921231 

传真 0375-3921500 0375-3921500 

电子邮箱 Liuzhen60081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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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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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5420037.01 4052178566.18 0.82%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3412463525.25 3402755433.66 0.29% 

每股净资产 6.026 6.009 0.28%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

产 
5.946 5.88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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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71298.86 -27971298.86 -137.75% 

每股收益 0.017 0.017 0 

净资产收益率 0.284% 0.284% 增加 0.003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0.232% 0.232% 减少 0.017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资产占用费净额 3045262.06 

营业外支出 390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876236.48 

合计 1779025.58 

2.2.2 利润表（附后）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5832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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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艳敏 370800 A股 
吕玫 366238 A股 
陈晓建 238580 A股 
杨昕光 232800 A股 
周国玖 204248 A股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201015 A股 
谢兆明 193366 A股 
高 * 176000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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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楚萍 170491 A股 
魏小兵 16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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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尼龙 66 工业丝 17391 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2531 吨; 生

产浸胶帘子布 9504吨, 比上年同期减少 2595吨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6326.89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6.44%; 实现利润总额 1448.9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7.61%; 

净利润 970.8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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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分行业或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化学纤维制造业 46327 41911 9.53 

    

工业丝 17093 16028 6.23 

帘子布 29234 25883 11.46 

其中：关联交易 24516 22589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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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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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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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 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05年 1-3月总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采购原材料  尼龙 66盐 神马集团 276735179.43 87.40% 

帘子布   神马集团 68596352.12 

工业丝 神马集团 169020528.68 
销售产品或 
商品 

帘子布 神马橡胶轮胎公司 3565983.38 

241182864.18 52.06% 

水电汽费 神马集团生活实业 2213986.26 

水电汽费 神马化纤制造公司 360933.37 

水电汽费 神马地毯丝公司   222920.32 

代收代付水电

汽费 

水电汽费 神马材料加工公司 80149.83 

2877989.7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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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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四月二十日 



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2005年3月31日 2004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04,464,970.52       467,118,846.67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605,280,282.13       469,563,723.65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帐款 1,101,334,348.77     1,117,108,204.22      

        其他应收款 28,159,132.56        25,132,498.94         

        预付帐款 26,920,529.69        13,359,096.77         

        应收补贴款  
        存货 212,873,097.67       235,016,791.35        

        待摊费用 823,659.86           1,392,330.59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券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379,856,021.20     2,328,691,492.1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                  -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4,068,273,463.52     4,066,491,353.52      

                减：累计折旧 2,376,008,797.30     2,327,483,511.46      

        固定资产净值 1,692,264,666.22     1,739,007,842.06      

               减：固定资产值准备 61,403,159.22        61,403,159.22         

        固定资产净额 1,630,861,507.00     1,677,604,682.84      

        工程物资 1,049,798.06          

        在建工程 37,652,654.96        7,538,763.43          

        固定资产清理
        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
固定资产合计 1,668,514,161.96     1,686,193,244.33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37,049,853.85        37,293,829.66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37,049,853.85        37,293,829.66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4,085,420,037.01     4,052,178,566.18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资    产     负    债   表（ 续）
编制单位：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05年3月31日 2004年12月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79,100,000.00       279,100,000.00        

        应付票据 1,650,000.00          

        应付帐款 54,670,343.67        48,449,256.17         

        预收帐款 15,789,577.79        14,256,922.55         

        应付工资 29,942,855.10        22,871,328.19         

        应付福利费 7,115,425.79         4,534,919.02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7,849,087.50         6,411,664.28          

        其他应交款 257,575.43           34,457.44             

        其他应付款 23,231,646.48        17,114,584.87         

        预提费用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17,956,511.76       394,423,132.52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254,200,000.00       254,2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800,000.00                          800,000.00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255,000,000.00       255,000,00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672,956,511.76       649,423,132.5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66,280,000.00       566,280,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股本净额 566,280,000.00       566,280,000.00        

         资本公积 2,423,833,360.53     2,423,833,360.53      

         盈余公积 161,506,694.94       161,506,694.94        

         其中：法定公益金 80,948,139.60        80,948,139.60         

         未分配利润 232,529,469.78       222,821,378.19        

         现金股利 28,314,000.00        28,314,000.00         

股东权益合计 3,412,463,525.25     3,402,755,433.6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085,420,037.01     4,052,178,566.18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单位名称：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2005年1-3月 2004年1-3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463,268,934.01    366,402,516.37    

    减：折扣及折让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463,268,934.01    366,402,516.37    

  减：主营业务成本 419,111,307.52    323,860,765.9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820,530.91      1,393,511.46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表示） 42,337,095.58     41,148,238.96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表示） 3,431,886.80      3,473,313.53      

  减：营业费用 2,400,825.39      4,356,642.47      

      管理费用 21,480,530.13     19,017,667.27     

      财务费用 7,007,937.92      6,428,743.0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表示） 14,879,688.94     14,818,499.70     

  加：投资收益（亏损以"-"号表示）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6,554.40         

  减：营业外支出 390,000.00        1,370,509.96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号表示） 14,489,688.94     13,464,544.14     

  减：所得税 4,781,597.35      3,914,725.57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表示） 9,708,091.59      9,549,818.57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22,821,378.19    226,963,405.43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232,529,469.78    236,513,224.00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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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29,469.78    236,513,2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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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29,469.78    236,513,224.00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项        目 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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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493,883.2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405,493,883.2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85,853,790.6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7,788,467.3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822,924.0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433,465,18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71,298.8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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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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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3,8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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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3,891.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13,891.5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69,1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69,1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69,1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4,568,685.76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73,668,685.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68,685.7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2,653,876.15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1季度             单位：人民币元



补  充  资  料 金   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9,708,091.59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                    

       固定资产折旧 48,525,285.84          

       无形资产摊销 243,975.81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待摊费用的减少（减：增加） 568,670.73             

       预提费用的增加（减：减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270,000.0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120,000.00             

       财务费用 7,007,937.92           

       投资损失(减：收益) -                    

       递延税项贷项(减：借项) -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22,143,693.68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136,530,769.57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9,971,815.14          

       其     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71,2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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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404,464,970.52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467,118,8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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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53,876.15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  金  流  量  表 （续）
编制单位：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1季度              单位：人民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