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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1-

附件：
1

合併資產負債表

編制單位：唐山冀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30 日
項目

期末餘額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結算備付金
拆出資金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
益的金融資產
衍生金融資產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預付款項
應收保費
應收分保賬款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其他應收款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存貨
劃分為持有待售的資產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合計
非流動資產：
發放貸款及墊款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投資性房地產
固定資產
在建工程
工程物資
固定資產清理
生產性生物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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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民幣元
期初餘額

3,396,238,252.08

3,188,552,723.47

427,965,934.00

566,149,292.00

1,587,191,506.29
1,574,120,715.42
890,467,807.04

883,978,104.71
1,385,375,436.05
819,101,705.34

4,829,444.44

4,829,444.44

1,014,095,830.32

1,835,891,776.78

1,746,664,337.65

1,548,892,813.79

463,571,152.94
11,105,144,980.18

441,068,908.51
10,673,840,205.09

553,174,630.40

595,482,753.92

1,432,539,438.64

1,554,163,527.87

22,936,811,902.56
1,229,077,898.62
203,929,187.10

23,324,996,355.87
1,226,976,880.59
305,025,896.23

油氣資產
無形資產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產
其他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合計
資產總計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向中央銀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業存放
拆入資金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
益的金融負債
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應付帳款
預收款項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應付手續費及佣金
應副職工薪酬
應交稅費
應付利息
應付股利
其他應付款
應付分保賬款
保險合同準備金
代理買賣證券款
代理承銷證券款
劃分為持有待售的負債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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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2,202,879.52

2,883,913,589.54

76,070,206.63
433,401,719.18
431,404,089.22

76,070,206.63
415,825,458.66
423,750,995.76

30,128,611,951.87
41,233,756,932.05

30,806,205,665.07
41,480,045,870.16

12,880,286,855.00

11,763,696,954.83

113,064,357.16
2,573,600,897.85
676,747,181.05

709,467,651.20
2,022,705,932.05
306,926,845.66

83,394,295.68
142,954,421.94
246,767,162.36
4,812,829.92
820,918,212.40

107,763,026.67
302,587,874.62
128,577,521.97
2,754,829.92
906,179,914.73

3,758,304,856.25
1,012,959,147.46
22,313,810,217.07

4,431,447,247.32
13,067,994.80
20,695,175,793.77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應付債券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長期應付款
長期應副職工薪酬
專項應付款
預計負債
遞延收益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合計
所有者權益：
股本
其他權益工具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資本公積
減：庫存股
其他綜合收益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一般風險準備
未分配利潤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少數股東權益
所有者權益合計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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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000,000.00
2,735,315,126.27

1,586,275,000.00
3,214,231,051.15

2,763,441,620.06
35,974,060.67

4,323,613,992.37
36,225,309.01

71,361,360.45
141,721,157.34
200,752,378.90

60,620,693.35
148,775,353.36
247,255,037.17

7,881,565,703.69
30,195,375,920.76

9,616,996,436.41
30,312,172,230.18

1,347,522,914.00

1,347,522,914.00

4,921,748,666.86

4,921,748,666.86

77,083,793.92
17,245,039.92
1,014,639,449.76

107,933,745.58
15,015,690.68
1,014,639,449.76

2,467,883,028.94
9,846,122,893.40
1,192,258,117.89
11,038,381,011.29
41,233,756,932.05

2,578,625,282.26
9,985,485,749.14
1,182,387,890.84
11,167,873,639.98
41,480,045,870.16

2

合併利潤表

編制單位：唐山冀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1 月 01 日至 06 月 30 日
項目
一、營業總收入
其中：營業收入
利息收入
已賺保費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二、營業總成本
其中：營業成本
利息支出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賠付支出淨額
提取保險合同準備金淨額
保單紅利支出
分保費用
稅金及附加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財務費用
資產減值損失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
投資收益
匯兌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其他收益
三、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加：營業外收入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利得
減：營業外支出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四、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減：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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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發生額
6,543,799,859.83
6,543,799,859.83

單位：人民幣元
上年同期發生額
5,259,491,667.91
5,259,491,667.91

6,571,907,568.41
4,665,679,111.80

6,221,598,364.07
4,533,754,583.67

97,585,960.78
273,602,502.87
927,391,433.62
592,117,270.38
15,531,288.96

31,513,362.95
189,717,707.88
833,319,860.12
618,358,855.01
14,933,994.44

-138,183,358.00

-203,063,408.00

-976,486.68

-69,874,404.14

-340,230.21

-69,874,404.14

86,790,981.51
-80,476,571.75
30,209,677.18
7,253,314.84
4,981,958.60
2,752,640.84
-55,248,853.17
39,292,336.47

-1,235,044,508.30
93,813,320.48
4,528,178.89
6,978,034.70
1,358,446.93
-1,148,209,222.52
-120,270,237.07

五、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少數股東損益
六、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
後淨額
（一）以後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
綜合收益
1.重新計量設定受益計劃淨負
債或淨資產的變動
2.權益法下在被投資單位不能
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額
（二）以後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
合收益
1.權益法下在被投資單位以後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額
2.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變動損益
3.持有至到期投資重分類為可
供出售金融資產損益
4.現金流量套期損益的有效部
分
5.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6.其他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
淨額
七、綜合收益總額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益總額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釋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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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41,189.64
-110,742,253.32
16,201,063.68
-30,849,951.66

-1,027,938,985.45
-927,693,950.18
-100,245,035.27
-198,352,849.04

-30,849,951.66

-198,352,849.04

-30,849,951.66

-198,352,849.04

881,140.98

1,017,542.30

-31,731,092.64

-199,370,391.34

-125,391,141.30
-141,592,204.98
16,201,063.68

-1,226,291,834.49
-1,126,046,799.22
-100,245,035.27

-0.082
-0.082

-0.688
-0.688

3

合併現金流量表

編制單位：唐山冀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1 月 01 日至 06 月 30 日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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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存款和同業存放款項淨增加額
向中央銀行借款淨增加額
向其他金融機構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
收到再保險業務現金淨額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處置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
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淨增加額
收取利息、手續費及佣金的現金
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回購業務資金淨增加額
收到的稅費返還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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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發生額

單位：人民幣元
上年同期發生額

4,744,709,792.60

4,750,165,568.05

49,616,620.57
155,963,268.36

41,039,889.12
159,569,052.72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現
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支付的現金
投資支付的現金
質押貸款淨增加額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
金淨額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到
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
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的股
利、利潤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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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65,000.00

40,244,000.00

43,457,646.81

2,362,611.37

832,442,240.00
65,060,225.38
1,063,125,112.19

4,604,684.98
47,211,296.35

250,934,361.62

179,559,001.38

60,000,000.00
310,934,361.62
752,190,750.57

12,080,000.00
191,639,001.38
-144,427,705.03
19,110,000.00
19,110,000.00

7,382,650,000.00

6,057,150,000.00

1,674,185,941.64
9,056,835,941.64
7,645,310,099.83

3,792,524,004.19
9,868,784,004.19
6,403,536,054.70

427,092,051.22

482,425,124.04

4,430,800.00

244,120.00

2,173,954,899.36
10,246,357,050.41
-1,189,521,108.77

3,864,174,750.10
10,750,135,928.84
-881,351,924.65

329,724,175.18
2,514,366,781.83
2,844,090,957.01

439,746,260.04
1,750,562,966.03
2,190,309,22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