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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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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全体董事均出席本次董事会。 

1.4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董事长蔡星海先生、总经理钱刚先生、总会计师王培熹先生声明：

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大冶特钢 

股票代码 000708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培熹 王平国 

联系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316 号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316 号

电话 0714-6297373 0714-6297373 

传真 0714-6297280 0714-6297280 

电子信箱 Dytg0708@163.com Dytg07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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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06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2007 年 6 月 30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056,431,711 2,958,462,131 2,958,462,131 3.31  3.31 

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 1,493,101,250 1,322,031,965 1,322,031,965 12.94  12.94 

每股净资产 3.322  2.942 2.942 12.92  12.92 

2006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07 年 1－6 月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利润 173,725,254 214,645,778 195,436,536 -19.06  -11.11 

利润总额 171,069,285 196,358,556 196,358,556 -12.88  -12.88 

净利润 171,069,285 196,358,556 196,358,556 -12.88  -12.88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176,782,716 123,086,851 123,086,851 43.62  43.62 

基本每股收益 0.38  0.44 0.44 -13.64  -13.64 

稀释每股收益 0.38  0.44 0.44 -13.64  -13.64 

净资产收益率 11.46% 16.64% 16.64% 下降 5.18 个百分点 下降 5.18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091,460 333,617,903 333,617,903 -86.78  -86.78 

每股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0.10  0.74 0.74 -86.49  -86.49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    额（元） 

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88,266

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 30,804

其它营业外收支:  -2,655,969

合计 -5,71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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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

积

金

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82,371,216 62.83 -1,980,684 -1,980,684 280,390,532 62.39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155,752,736 34.65 -1,980,684 -1,980,684 153,772,052 34.21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155,750,000   34.65  -1,980,000 -1,980,000 153,770,000 34.21

境内自然人持股 2,736 -684 -684 2,052

４、外资持股 126,618,480 28.18  126,618,480 28.18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126,618,480 28.18  126,618,480 28.18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67,037,264 37.17 +1,980,684 +1,980,684 169,017,948 37.61

1、人民币普通股 167,037,264 37.17 +1,980,684 +1,980,684 169,017,948 37.61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449,408,480 100.00  449,408,48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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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股东总数  42,407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5 134,620,000 134,620,000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8.18 126,618,480 126,618,480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67 16,476,06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2.67 12,016,810  

东风汽车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7,980,000 7,98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1.58 7,102,762  

中国农业银行-银河稳健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3,821,928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3,420,000 3,420,000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份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3,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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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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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16,476,060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2,016,810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7,102,76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银河稳健证券投资

基金 
3,821,92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份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3,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建行-中信证券股债双赢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55,477 人民币普通股

裕阳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诺德价值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毅 6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 30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634,02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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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的第1名和第2名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前10名流通股股东之

间及前10名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   √不适用 

 

§5  董事会报告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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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 34,269 万元。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 入(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华北 17,761 31.65 

东北 10,007 20.06 

华东 84,259 25.38 

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船舶行业 2,338 2,049 12.36 15.80 14.79  0.75 

钢压延加工业 76,763 69,017 10.09 17.65 15.82  1.42 

工具制造业 11,000 10,051 8.63 11.00 9.50  1.25 

锅炉及原动力机械
制造业 19,996 16,925 15.36 10.09 9.05  0.81 

航空航天 3,081 2,541 17.53 8.07 6.85  0.94 

汽车 94,500 89,826 4.95 9.59 8.79  0.70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19,735 16,749 15.13 71.24 64.64  3.40 

铁路行业 13,244 10,629 19.74 56.94 51.69  2.77 

轴承行业 28,974 25,786 11.00 20.46 18.41  1.54 

产品 
     

碳结碳工钢 
68,150 63,775 6.42 15.80 13.38  2.00 

弹簧轴承钢 
77,698 69,553 10.48 35.27 28.69  4.58 

合结合工钢 
116,206 104,021 10.49 12.99 13.79  -0.62 

冲模不锈 
7,378 6,065 17.80 -17.67 -24.37  7.29 

特殊合金管坯 
199 159 20.10 -42.49 -35.10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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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 147,076 12.58 

西北 737 16.06 

西南 9,791 20.36 

 

5.3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4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即毛利率为 9.66 %，较上年同期毛利率 8.08 %

增加 1.58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增加公司高附加值的钢材

销售。 

 

5.5  利润构成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   □不适用 

 

 

 

 

 

金    额 （万元）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项  目 2007 年 1-6

月 
2006 年 1-6 月

2007 年

1-6 月 

2006 年

1-6 月 

增减

（+/- ）

百分点 

利润总额 17,107 19,636  

营业利润 17,373 19,544 101.55 99.53 2.02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0 - 1.81 - 1.81 
期间费用 8,617 6,777 50.37 34.51 15.86 
资产减值损失 306 - 1.79 - 1.79 
投资收益 - 15 - 0.08 -0.08 
营业外收支净额 -266 92 -1.55 0.47 -2.02 

重 大 变 化 及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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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利润总额虽同比降低 11.11%，但若扣除去年同期营业利润指标中

收回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9,170 万

元，去年上半年通过经营实现的营业利润总额为 10,374 万元，今年报告期实

现的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67.47%，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长所致。 

2、营业税金及附加变化较大，主要是本年度新增出口产品关税所致。 

3、期间费用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折旧费及税金增加。 

4、资产减值损失变化较大，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原已专项计提减值准备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9,170 万元。 

5、营业外收支净额变化较大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的损失所

致。 

 

5.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6.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   √不适用 

 

5.6.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7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   √不适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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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9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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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

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2 出售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

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适用   √不适用 

 

 

6.3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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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冶钢）在股权分置改革时

承诺赋予流通股股东一项认沽权利：在 2007 年 2 月 6 日当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在 2007 年 2 月 7

日至 2007 年 3 月 8 日期间内的任何一个交易日内，以每股 3.80 元的价格出售给

新冶钢。上述价格在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送股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时作相应调整。 

为履行上述承诺，新冶钢于 2007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7 日，先后发布了关于

认沽权利派发和行权说明书、认沽权利实施公告、认沽权利派发公告、认沽权利

开始行权公告，于 2007 年 2 月 7 日至 3 月 8 日实施了认沽权利。在此期间，针对

公司股票价格高于认沽权利价格，为避免投资者遭受损失，新冶钢先后发布了关

于认沽权利行权及行权可能遭受损失、改进认沽权利行权方式及行权可能遭受损

失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董事会先后两次发布了关于认沽权利行权可能遭受损失的

重要风险提示公告。相关公告刊登在 2007 年 1 月 26 日、31 日，2 月 6 日、7 日、

9 日、13 日、16 日、27 日，3 月 6 日、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6.5.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6.5.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6.5.3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6.6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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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 

 

 

 

 

 

 

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接待时

间 

接待

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1 月 24 日 公司 实地

调研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栾小明 董良泓 公司简况和产品

情况 

3 月 20 日 

公司 
实地

调研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 昇 汤立新 

深圳天马资产管理公司  曹鸿伟 

新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王  炜 

公司经营、财务状

况、业绩增长原

因、履行股改承诺

3 月 23 日 公司 实地

调研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杨宝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魏伟 

公司生产经营及

发展方向 

4 月 12 日 公司 实地

调研 

长江证券    刘元瑞  葛军 

晓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徐凌峰 

行业发展及公司

前景 

5 月 17 日 公司 实地

调研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唐定中 

长江证券  谭再刚 

公司的简况、产品

情况 

6 月 12 日 公司 实地

调研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鹏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黄震 

泰达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许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霍竞春 

长江证券  隋立勇  刘元瑞 

公司的基本情况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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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8,944,367 259,800,213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87,586,199 133,517,926

应收帐款 169,385,641 95,272,288

预付款项 137,137,501 96,333,421

应收利息 - -

应收股利 - -

其他应收款 12,144,147 5,397,812

存货 711,449,775 713,026,77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其他流动资产 - -

流动资产合计 1,406,647,630 1,303,348,439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长期应收款 - -

长期股权投资 - -

投资性房地产 - -

固定资产 1,481,283,003 1,539,705,289

在建工程 125,426,761 57,500,357

工程物资 12,269,223 26,652,952

固定资产清理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油气资产 - -

无形资产 30,805,094 31,255,094

开发支出 - -

商誉 - -

长期待摊费用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49,784,081 1,655,113,692

资  产  合  计 3,056,431,711 2,958,462,131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星海                  总经理：钱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培熹 
 

资 产 负 债 表(续) 

 
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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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000,000 6,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应付票据 - 179,327,685

应付帐款 708,295,264 619,018,541

预收款项 118,257,833 108,833,719

应付职工薪酬 16,101,414 10,573,114

应交税费 65,851,793 32,029,620

应付利息 - -
应付股利 53,700 53,700

其他应付款 211,545,536 163,533,82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3,684,644 103,573,615

其他流动负债 - -
  流动负债合计 1,150,790,184 1,222,943,82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380,000,000 380,000,000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付款 - -
  专项应付款 - -
  预计负债 32,540,277 33,486,343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12,540,277 413,486,343

     负债合计 1,563,330,461 1,636,430,166

股东权益： 

  股本 449,408,480 449,408,480

  资本公积 485,653,274 485,653,274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84,196,234 84,196,234

  未分配利润 473,843,262 302,773,977

  股东权益合计 1,493,101,250 1,322,031,96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056,431,711 2,958,462,131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星海                 总经理：钱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培熹 
 

利 润 表 

 
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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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营业收入 2,808,562,506 2,407,441,728

      减：营业成本 2,542,513,274 2,216,725,461

          营业税金及附加 3,096,992 -

          销售费用 29,522,423 17,884,682

          管理费用 40,487,066 29,605,839

          财务费用 16,160,035 20,284,116

          资产减值损失 3,057,462 (72,349,68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145,22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二、营业利润 173,725,254 195,436,536

      加：营业外收入 7,923,061 922,020

      减：营业外支出  10,579,030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0,541,014 -

  三．利润总额  171,069,285 196,358,556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 171,069,285 196,358,556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38 0.4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38 0.44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星海                 总经理：钱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培熹  
   

 

 

 

 

 

 

现 金 流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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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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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8,716,684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52,412 

现金流入小计 1,390,269,0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11,671,57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0,794,438 

    支付的各项税费 97,247,06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464,558 

现金流出小计 1,346,177,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9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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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4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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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47,6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47,64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21,000,000 

开出银行票据与取得借款所减少的保证金 60,656,282 

现金流入小计 181,656,282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 

    分配股利或利润、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2,890,160 

开出银行票据与取得借款所增加支付的保证金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9,943 

现金流出小计 213,140,1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83,82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859,55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199,564) 

    加：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196,536,89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余额 186,337,331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星海              总经理：钱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培熹  
 

 

 

现 金 流 量 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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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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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69,285 

   加：资产减值准备 3,057,462 

     固定资产折旧 65,508,622 

     无形资产摊销 450,00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资产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3,409,112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3,300,019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577,00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75,732,04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38,548,002)

     其他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9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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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37,33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96,53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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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9,564)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星海                 总经理：钱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培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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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本年金额 
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未余额 449,408,480 485,653,274 - 84,196,234 302,773,977 1,322,031,965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449,408,480 485,653,274 84,196,234 302,773,977 1,322,031,965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 - - 171,069,285 171,069,285
（一）净利润 - - - - 171,069,285 171,069,285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利得和损失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
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
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4、其他   
上述（一）和（二）小计 - - - - 171,069,285 171,069,285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
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年年末余额 449,408,480 485,653,274 - 84,196,234 473,843,262 1,493,101,250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星海                   总经理：钱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培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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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编制单位：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金额 
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未余额 449,408,480 449,759,817 - 52,430,306 16,880,625 968,479,228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449,408,480 449,759,817 - 52,430,306 16,880,625 968,479,228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
少以“-”号填列） - 35,893,457 - 31,765,928 285,893,352 353,552,737

（一）净利润 - - - - 317,659,280 317,659,280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利得和损失 - 35,893,457 - - - 35,893,457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
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
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4、其他 - 35,893,457 - - - 35,893,457

上述（一）和（二）小计 - 35,893,457 - - 317,659,280 353,552,737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 - - 31,765,928 (31,765,928) -
1、提取盈余公积 - - - 31,765,928 (31,765,928) -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
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年年末余额 449,408,480 485,653,274 - 84,196,234 302,773,977 1,322,031,965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星海                 总经理：钱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培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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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

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第 33 号令和财会[2006]3 号文件规定，公司自 2007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财政部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 38 项具体准则，并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进行

相应调整。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 年 8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