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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

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

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

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

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凡认购、受让并合法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

受本募集说明书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

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

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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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提示 
 

一、水电是可再生的绿色清洁能源，得到国家能源政策的长期支持。中国长

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内目前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强，经营现金

流充沛，资信状况优良，融资渠道畅通，电能销售受国家政策保障，并与国家电

网和南方电网签订了长期购售电合同，电费一直按期 100%回收，因此具有很强

的偿债能力。 

二、受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

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流动性过剩及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自2007年以来，

国家已经五次向上调整了存贷款基准利率，未来市场利率仍存在上升的可能。由

于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固定利率且期限较长，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如果未来

市场利率上升，可能会使投资者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本期公司债券将在发行结束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由于公司债

券发行目前处于试点阶段，可能会出现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交易不活跃甚至出现

无法持续成交的情况，从而使公司债券缺乏流动性。 

四、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级，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

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说明本期公司债券的安全性极强，违约风险极低。

但由于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较长，在债券的存续期内，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

电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环境以及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

在着一定的不确性，可能导致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按期支

付本息，将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 

五、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的第 7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具体回售安排详见本募集说明书“第一节 发

行概况 四、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八）回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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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长江电

力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总公司、控股股东 指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葛洲坝电站 指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长江西陵峡出口的葛洲坝水利

枢纽的水力发电站 

三峡电站 指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距葛洲坝电站上游38

公里的三峡水利枢纽的水力发电站 

广州控股 指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能源 指 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 指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试点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公司债券 指 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年以上期限内还

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本期公司债券 指 本次发行规模为 40 亿元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发行人民币 40 亿元公司债券的行为 

募集说明书 指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摘要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

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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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保证人、中国

建设银行 

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

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财务审计机构 指 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

评估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报告期、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及 2007 年 1-6 月 

元 指 人民币元 

kwh  指 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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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简要情况 

中文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Yangtze Power Co., Ltd. 

公司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 号富凯大厦 B座 

股票简称：  长江电力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情况 

（一）2007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含 80 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2007 年 9 月 7 日，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含 80 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向股东配售安排、债券期限、募集资金用途、决议的有效

期、对董事会的授权、分期发行安排等事项，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拟发行的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含 80 亿元）公司债券不向公司原

有股东进行配售； 

2、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 5－10 年（含当年），具体期限授权公司董事会

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3、公司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偿还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或股权（资产）

收购，具体募集资金用途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4、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期满之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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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每一期公司债券的

具体发行方案，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期限、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募集资金

具体用途、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是否设计回售或赎回等创新条款、是否有担

保及担保方式等事项；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法律文

件；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其他事宜； 

6、分期发行安排为：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采取“一次核准，分期发行”的方

式，第一期发行 40 亿元，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发行；第二期

发行不超过 40 亿元（含 40 亿元），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择期

发行。 

第二期公司债券发行以公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试点办法》规定

的相关条件为前提。 

（三）2007 年 9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期公司债券的发

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回售条款、

担保方式、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用途等事项。 

三、公司债券发行核准情况 

2007 年 9 月 19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305 号文核准，本公司

获准发行不超过 80 亿元（含 80 亿元）公司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第一期

发行 40 亿元；第二期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的 24 个月内择期发行，发行规模不超

过 40 亿元（含 40 亿元）。 

四、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一）本期公司债券的名称 

本期公司债券的名称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

券。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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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40 亿元。 

（三）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 

本期公司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 100 元。 

（四）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五）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10 年。 

（六）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

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七）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07 年 9 月 24 日。公司

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08 年至 2017 年间每年的 9 月 24 日为

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同）。本期公司债券到期日为 2017

年 9 月 24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

年付息日的前 1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 6个工作日。在债权

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

债券利息或本金。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

则办理。 

（八）回售条款 

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7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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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7 年付息日前 5 至 10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连续发布回售公告至少 3次。行使回

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即本期公司债券第 7年的付息日之前的第五

个交易日，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

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

则不再享有回售权。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7年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

将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第 7年付息日后的三个交易日内，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 

（九）担保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了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中诚信评估综合评定（信评委函字[2007]001 号），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

为 A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

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十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二）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持有登记机构开立的首位为 A、B、D、F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2、网下发行：在登记机构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 

（十三）发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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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

认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形式进行。 

本期公司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分

别为 10%和 90%。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

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额度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认购不足，则将剩

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十四）承销方式 

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承销

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十五）发行费用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费用预计为 5,600 万元。 

五、本期公司债券上市安排 

公司将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向上交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办理有

关上市手续。 

本期公司债券上市前的重要日期安排如下：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07 年 9 月 20 日 

预计发行日期： 2007 年 9 月 24 日 

网上申购期： 2007 年 9 月 24 日 

网下认购期： 2007 年 9 月 24 日－2007 年 9 月 26 日 

预计上市日期： 2007年10月12日 

六、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名称 法定代表人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李永安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21

层 

 

（010）

58688900 

（010）

58688899 
刘希普、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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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吴万善 

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

华泰证券大厦 

（025） 

84457777- 

680、656 

（025） 

84457079 
方一苗、王磊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王立华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11 层 

（010） 

88092188 

（010） 

88092150 

刘艳、陈华、孔晓

燕 

审计机构： 

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俞兴保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

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A

座 12 层 

（010） 

58256699 

（010） 

58256633 

韩建旻、郝丽江、

温秋菊、高世茂 

资信评级机构：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

司 

毛振华 
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599 号 1 幢 968 室 

（021） 

51019090 

（021） 

51019030 
王为芳、殷宝玲 

担保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郭树清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010） 

67595854 

（010） 

66275970 
李良发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朱从玖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

（021） 

68808888 

（021） 

68802819 
 

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王迪彬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

路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021） 

38874800 

（021） 

68870059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

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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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担保事项和评级情况 

一、担保事项 

2007 年 9 月 7 日，中国建设银行出具了《债券偿付保函》（编号：2007－059）

（以下简称“《保函》”），为本公司本次发行 400,000 万元公司债券提供全额、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简况 

担 保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2,468,9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二）《保函》的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 

担保人承担保证义务的保证范围为 40 亿元的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2、担保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自本期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至本期公司债券到期

日后 7个工作日止。 

4、发行人、担保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在《保函》的有效期内，如发行人在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到期时不能全

部兑付债券本息，担保人将在收到债券持有人符合下列条件的索赔通知后 7个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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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日内，凭《保函》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保函》担保范围内债券持有人索赔

的金额： 

①债券持有人的索赔通知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提

出索赔通知； 

②债券持有人的索赔通知必须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担保人； 

③债券持有人的索赔通知必须同时附有： 

声明债券持有人索赔的款额并未由发行人或其代理人以其他方式直接或间

接地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证明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到期时未全部兑付债券本息以及未兑付本息金额的

证据。 

（2）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发行人未按照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

期、足额将到期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和/或本金划入本期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机构

指定的银行帐户时，受托管理人应作为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在甲方发生上述

违约行为的次日，按照《保函》的相关规定，向保证人发出索赔通知，要求保证

人履行保证义务，将欠付的本期公司债券到期利息和/或本金划入债券登记托管

机构指定的银行帐户。 

二、评级情况 

公司聘请了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资信情况进行

评级。根据中诚信评估出具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

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07]001 号），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该级别反映了本期公司债券的安全性极强，违

约风险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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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要业务 

（一）公司经营范围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检

修维护。 

（二）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水力发电，所发电能主要销往华中地区、华东地区以及华

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下属的葛洲坝电站和三峡电站的电能销售

收入。 

本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总权益

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119.6 万千瓦。同时，公司受三峡总公司的委托，统一管理

三峡工程已建成投产的其他发电机组。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本公司是经原国家经贸委报请国务院同意后，以《关于同意设立中国长江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经贸企改[2002]700 号文）批准，由三峡总公司作

为主发起人，联合五家发起人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创立于 2002

年 11 月 4 日，设立时总股本为 553,000 万股。 

2003 年 10 月 28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132 号文核准，公司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2,600 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85,600 万股。 

2005 年 8 月 15 日，经上交所上证上字[2005]101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了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总股本由 785,600 万股变更为 818,673.76 万股。 

2006 年 5 月 17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4 号文核准，公司向全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募集文件                                       募集说明书摘要 

1—2—14 

体股东按每 10 股 1.5 份的比例无偿派发认股权证。截至 2007 年 5 月 30 日，累

计已有1,225,347,857份长江电力认股权证行权，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41,208.55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494,935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446,273.55 万股。 

四、公司上市以来重大资产变化情况 

（一）收购发电机组 

1、2003 年 8 月 28 日、2005 年 3 月 3 日和 2007 年 5 月 25 日，公司分别向

三峡总公司收购三峡工程首批投产的4台单机容量为70万KW的发电机组及其所

对应的发电资产、2台单机容量为 70 万 KW 的发电机组及其所对应的发电资产和

2台单机容量为 70 万 KW 的发电机组及其所对应的发电资产。 

2、2006 年 2 月 28 日公司收购了宜昌葛洲坝志发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 1

台装机容量为 2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 

（二）对外股权投资及股权收购情况 

1、发起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股权转让 

2004年 9月公司参与发起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20亿股。 

2006 年 12 月 5 日和 2007 年 4 月 2 日，公司向 Reca Investment Limited

（益嘉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以总金额人民币 12.4 亿元的价格转让 4 亿股中国建

设银行 H股股票、以总金额 16 亿港元的价格转让 4亿股中国建设银行 H股股票。

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中国建设银行 12 亿股 H股股份。 

2、股权收购 

2006 年 10 月 9 日，公司以每股 4.6 元的价格收购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所

持广州控股 230,398,284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11.189%。 

2007 年 2 月 13 日，公司以现金 31 亿元收购湖北能源 45%的股权。 

2007 年 6 月 8 日，公司以现金 70,068.40 万元收购上海华东电力发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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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上海电力 156,350,500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9.88%。 

五、公司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941,208.55 万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494,935.00 52.59 

1、国家持股股份 494,935.00 52.5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446,273.55 47.41 

1、A股 446,273.55 47.41 

股份总数 941,208.55 100.00 

截至2007年6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性质 

及限售情况 

1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

司 
5,891,752,448 62.60 

其中：494,935.00 万股

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94,240.24 万股为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174,396,500 1.8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71,706,500 1.8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4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171,706,500 1.8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53,586,200 0.6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 沪   

53,000,000 0.5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7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稳健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50,000,000 0.5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8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9,999,974 0.5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9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

证券投资基金 
48,999,931 0.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0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

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46,443,550 0.4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  计 6,711,591,603 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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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公司的资信状况 

公司作为国内目前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竞争优势突出，盈利能力及持续经

营能力强，经营现金流稳定充沛，资信状况优良，具有很强的偿债能力。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公司资信状况优良，与国内主要银行保持着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未使用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授信约 300 亿元。 

二、公司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发生业务往来的信

用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水力发电，经营业务单一，业务模式和销售流程相对简单。

目前已投产机组生产的电能主要向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公司近三年与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业务往来

时，均按照购售电合同的约定向华中电网、华东电网及南方电网供应电量，没有

发生过违约现象。公司客户实力强大、资信优良，严格按照购售电合同支付购电

款，公司每年的电费回收率均保持在 100%。 

公司电力生产主要原料为长江天然来水，公司采购标的主要是发电厂所需机

电设备的备品备件。在与供应商发生业务往来时，本公司严格按照合同执行，近

三年没有发生过违约现象。 

三、公司近三年发行的债券情况 

近三年公司未发行过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 

四、资信评级机构对公司的资信评级情况 

公司聘请了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资信情况进行

评级。根据中诚信评估出具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

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07]001 号），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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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简要会计报表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简要会计报表 

1、简要资产负债表 

最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06.12.31 2005.12.31 2004.12.31 

流动资产合计 393,780.79 263,855.69 521,812.91

长期投资合计 331,927.80 219,257.75 217,498.49

固定资产合计 3,347,408.49 3,451,069.83 2,573,033.40

无形资产合计 3,266.77 1,497.43 1,079.78

资产总计 4,076,383.86 3,935,680.69 3,313,424.60

流动负债合计 795,137.33 761,254.97 286,611.93

长期负债合计 851,367.44 951,729.91 836,313.60

负债合计 1,646,504.77 1,712,984.88 1,122,925.53

股东权益合计    2,429,879.10    2,222,695.81   2,190,499.0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076,383.86   3,935,680.69   3,313,424.60

最近一期简要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07.6.30 项目 2007.6.30 

流动资产合计 538,820.75 短期借款 1,196,983.2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05,796.64 应付票据 81,357.09 

长期股权投资 470,917.02 流动负债合计 1,573,002.62 

固定资产 4,308,629.84 长期借款 850,000.00 

在建工程 9,967.66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3,142.57 

无形资产 3,036.49 非流动负债小计 1,003,142.5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7.20 负债合计 2,576,145.19 

  股东权益合计 3,561,350.41 

资产总计 6,137,495.6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6,137,495.60 

2、简要利润表 

最近三年简要利润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06 年 2005 年 2004 年 

主营业务收入 691,783.00 725,949.70 617,3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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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成本 206,181.32 181,791.24 154,913.25 

主营业务利润 475,400.00 533,383.84 453,244.08 

利润总额 538,706.48 497,308.36 453,504.47  

净利润 361,912.62 333,867.14 303,896.79 

最近一期简要利润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07 年 1-6 月 2006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40,239.84 304,743.52 

营业成本 110,348.34 88,165.24 

营业利润 309,187.69 171,425.43 

利润总额 329,989.75 195,911.01 

净利润 226,094.62 131,226.21 

3、简要现金流量表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现金流量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07年1-6月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745.85 499,099.27 544,577.49 528,276.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4,832.60 -22,278.94 -952,463.75 -271,312.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5,832.10 -291,547.91 257,808.48 -147,914.6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5,254.66 185,272.42 -150,077.77 109,050.04

（一）主要财务指标 

财 务 指 标 2007.6.30 2006.12.31 2005.12.31 2004.12.31

流动比率 0.34  0.50 0.35  1.82 

速动比率 0.33  0.47 0.33 1.79 

资产负债率（%） 41.97 40.39 43.52 33.89 

每股净资产（元/股） 3.78  2.97 2.71 2.79 

财 务 指 标 2007 年 1-6 月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00  5.52 5.14 4.80 

存货周转率（次） 5.40 11.63 14.43 25.3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20 0.61 0.67 0.6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11 0.23 -0.18 0.14 

以上指标基于本公司2006、2005、200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计算（按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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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编制），2007年1-6月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计算（按新会计准则编制）。 

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一）最近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01 年修订）的要求计算的最近三年的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1、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指  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主营业务利润 19.56 20.55 24.00 24.07 20.69 21.72 

营业利润 16.01 16.81 19.59 19.65 18.20 19.11 

净利润 14.89 15.64 15.02 15.07 13.87 14.56 

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的净利润 

12.55 13.18 15.01 15.05 13.87 14.56 

2、每股收益 

单位：（元/股）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指  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主营业务利润 0.58 0.58 0.65  0.65  0.58 0.58 

营业利润 0.48 0.48 0.53  0.53  0.51 0.51 

净利润 0.44 0.44 0.41  0.41  0.39 0.39 

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的净利润 

0.37 0.37 0.41  0.41  0.39 0.39 

（二）最近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07 年修订）计算的最近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和

每股收益如下： 

报告期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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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6.35 7.35 0.27  0.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4.14 4.79 0.18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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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根据《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本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决定向中国证监会一次申请不超过 80 亿元（含 80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

额度，采用分期发行的方式，本期发行规模为 40 亿元。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决定：结合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

求情况，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的金额为

35 亿元，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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