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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聂如旋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兰建新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吕江民女士

公司负责人聂如旋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兰建新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吕江民女士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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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总资产

7,254,722,791.20

7,368,231,021.78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82,955,460.02

1,635,414,262.65

2.91

5.403

5.250

2.9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1－3 月）

（1－3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76,867.33

438,307,719.82

-90.13

0.14

1.41

-90.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811,565,985.69

1,829,747,740.57

-0.99

40,613,585.59

41,982,401.53

-3.26

34,860,293.09

39,404,679.84

-11.53

2.45

2.84

减少 0.3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

0.135

-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

0.135

-3.70

0.112

0.127

-11.81

2.10

2.67

减少 0.57 个百分点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项目
（1－3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98,285.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307,707.3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91,603.61

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1,920.72

所得税影响额

-827,456.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1,6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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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753,292.50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39,32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股东性质
国家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的

件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质押

17.935

55,866,279

530,444

9.993

31,127,315

0

无

国家

4.549

14,170,000

0

无

国家

3.606

11,232,012

0

无

国有法人

2.221

6,917,864

0

无

其他

0.605

1,886,059

0

无

其他

0.531

1,654,196

0

无

其他

0.488

1,520,000

0

无

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

国有法人

0.390

1,213,660

0

无

卢建平

境内自然人

0.354

1,103,476

0

无

公司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

境内非国有

限责任公司

法人

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乌鲁木齐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新疆天正实业总公司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诺德价值优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珍宝 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570,00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5,335,835

人民币普通股

55,335,835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127,315

人民币普通股

31,127,315

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4,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70,000

乌鲁木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1,232,012

人民币普通股

11,232,012

新疆天正实业总公司

6,917,864

人民币普通股

6,917,864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86,059

人民币普通股

1,886,059

1,654,196

人民币普通股

1,654,196

1,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0,000

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

1,213,660

人民币普通股

1,213,660

卢建平

1,103,476

人民币普通股

1,103,476

中国建设银行－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珍宝 4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上述股东

在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乌鲁木

关联关系

齐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乌鲁木齐

或一致行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动的说明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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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⑴、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同比增

期初数

变动原因

减（%）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500,000.00

296,355.00

68.72

应付利息

3,571,434.91

27,684,194.28

-87.10

应付股利

151,369,375.37

251,369,375.37

-39.7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增
加。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应付债券利息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汇友房地产公司
支付少数股东股利。

⑵、合并利润表大幅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同比增

1-3 月

1-3 月

减（%）

变动原因
主要系公司销售收入增加税费增加及公

营业税金及附加

61,403,882.73

41,448,873.06

48.14

司控股子公司汇友房地产公司土地增值
税缴纳比率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1,091,603.61

1,802,849.46

-39.45

25,694.20

0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6,102,755.19

2,124,024.14

187.32

所得税费用

13,205,449.31

24,544,173.78

-46.20

益
投资收益

系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价值变动
所致。
系本报告期卖出申购取得的新股产生投
资收益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奎屯友好时尚购物
中心收到税费返还 535.43 万元所致。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汇友房地产公司本报
告期利润减少使得所得税费用减少。

注：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汇友房地产公司实现收入 238,508,759.90 元，实现净利润
35,484,301.01 元，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742,150.505 元。

⑶、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同比增减

1-3 月

1-3 月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收到的税费返还

5,354,292.00

0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5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奎屯友好时尚购物
中心收到税费返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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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资收益所

25,694.20

917,213.04

2,000.00

25,000.00

-92.00

0

2,400,000.00

-100.00

240,000,000.00

130,000,000.00

84.62

0

498,500,000.00

-100.00

72,000,000.00

195,000,000.00

-63.08

收到的现金

-97.20

上年同期收到乌鲁木齐商业银行分红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收回

系公司本报告期处置资产收到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的现金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
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
现金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系公司上年同期原控股子公司万嘉热力
公司收到政府煤改气拨款。
系公司本报告期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系公司上年同期发行非公开债务融资工
具收到现金所致。
系公司本报告期偿还借款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系公司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汇友房

151,942,366.68

271,005,570.61

-43.93

的现金

地产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较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就 2013 年度
公司控股子公司汇友房地产公司与关联方向新疆广汇信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邦地产”）签订的《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和《商品房代销合同》产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的执行情况进行确认： 2013 年度汇友房地产公司与信邦地产因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产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10,847.12 万元，因商品房代销合同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15,119.69 万元；
并对双方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进行预计：2014 年度汇友房地产公司与信邦
地产因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约 9,500 万元，因商品房代销合同产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约 13,300 万元。详见 2014 年 2 月 13 日和 2014 年 3 月 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
报》
、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临 2014-003 号、
008 号公告。
2014 年 1-3 月，汇友房地产公司向信邦地产实际支付代销费用 825.13 万元，未支付代建费
用。汇友房地产公司依据收入配比原则，在 2014 年 1 季度计入成本费用的代销费用为
1,669.56 万元（其中：销售代理佣金 954.03 万元、销售推广费用 715.53 万元）；2014 年 1
季度计入开发成本的代建手续费为 1,741.49 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汇友房地产公司已实现收入的建筑面积占总销售建筑面积的 75.06%。

⑵、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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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闲置资金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详见 2014 年 2 月 13 日和 2014 年 3 月 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临 2014-004 号、008 号公
告。本报告期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 201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临 2014-022 号公告。

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
向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的议案》
。公司将持有的位于乌鲁木齐市
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 668 号的物业友好百盛购物中心 A 座地下二层至地上六层房产及土地
做抵押，向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人民币 5 亿元，贷款期限为 9
年，贷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详见 2014 年 2 月 13 日和 2014 年 3 月 1 日公
司在《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
临 2014-005 号、008 号公告。
2014 年 3 月 26 日，公司收到第一笔贷款，金额为 2 亿元。

⑷、公司租赁由乌苏宏源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产权的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
区乌苏市新市区黄河路 1111 号地下一层至地上一层共计约 21,000 平方米的商业房产。租赁
期限为 15 年，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30 年 9 月 30 日。租赁期间（十五年）租金共计
人民币 75,883,500 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4 年 3
月 1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临 2014-010 号公告。

⑸、公司购买位于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100 号的地下一层至地上一层的商业房产开设超市大卖
场，其中负一层使用性质为仓库，面积为 5,978.39 平方米，价格为每平方米 8,800 元；一层
面积为 2,872.70 平方米，价格为每平方米 23,000 元，总面积 8,851.09 平方米，购房总金额
为：118,681,932 元。项目总投资额预计为：13,749.45 万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六届十五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刊登在 2011 年 5 月 14 日的《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现该项目门牌号由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100
号变更为乌鲁木齐市西山西街 247 号；最终产证面积地下一层面积为 5,442.31 平方米，地上
一层面积为 2,249.65 平方米，总面积 7,691.96 平方米，购房总金额为：99,634,278 元。根据
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要求，现公司在已购买面积的基础上，再租赁佳雨 i 城地上一层 93.28 平
方米（公共配套设施）及地上二层至地上三层整层共计 5,527.63 平方米的商业房产，开设总
面积为 13,219.59 平方米综合性社区超市大卖场。租赁期限为十五年四个月，自 2013 年 5
月 1 日始至 2028 年 8 月 31 日止。预计该项目开业前需新增投入 3,366 万元。上述租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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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刊登在 2012 年 12 月 5 日的《上海
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
本报告期，公司对该项目未支付任何款项。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支付购房款 9,863.43
万元，相关税费 498.17 万元，累计支付 10,361.60 万元。预计该项目于 2014 年年内开业。

⑹、公司租赁由乌鲁木齐西域玖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乌鲁木齐市新
市区西环北路 989 号“昊元上品”综合商业中心中地下第二层至地上第七层共 100,912.15
平方米营业场所开设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相关公告刊登在 2012 年 10 月 24 日和 2012 年
11 月 10 日的《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本报告期，公司接到乌鲁木齐西域玖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称：该公司以
存续式分立方式进行公司分立，分立出新公司--新疆尚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且已签订《分
立协议》
，该《分立协议》将与本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所约定的租赁房产全部划给了
新疆尚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故将《租赁合同》的出租方（甲方）由原来的“乌鲁木齐西域
玖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新疆尚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
《租赁合同》其他条
款不变。相关公告刊登在 2013 年 12 月 27 日的《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
本报告期，公司支付装修设计改造等费用 3,402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支付装修设
计改造等费用 18,565.20 万元，预付保证金 5,000 万元，累计支付 23,565.20 万元。
该项目预计将于 2014 年年内开业。

⑺、公司租赁博乐市和瑞俊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博乐市北京路与新华路交汇处
地下一层至地上五层总面积约为 45,000 平方米的商业房产开设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相关
公告刊登在 2012 年 7 月 27 日和 2012 年 8 月 15 日的《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
本报告期，公司对该项目未支付任何款项。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对该项目累计支付装修改
造费 2,535 万元。预计该项目将于 2014 年年内开业。

⑻、公司租赁属于新疆德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县五
一路和文化路交汇处地下一层至地上三层 33,580.40 平方米的商业房产开设综合性购物中
心。租赁期限为 15 年，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至 2029 年 2 月 28 日。租赁期间（十五年）房产
租金共计人民币 137,276,675.20 元；设备设施含税租金共计人民币 68,638,337.60 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和公司 2013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公
告刊登在 2013 年 6 月 8 日和 2013 年 6 月 26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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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公司支付装修设计费 78.57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对该项目累计支付装修
设计费 78.57 万元。预计该项目将于 2014 年年内开业。

⑼、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2 日和 2008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和 2008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租赁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 689 号商
业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公司租赁由新疆昊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 689 号的商业房地产。租赁期限为 10 年，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计
算，10 年期满后，如合作双方无特别异议，租赁合同可自动顺延 5 年。租金标准：①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租金为人民币 2,000 万元；第二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即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租金为人民币 3,200 万元。自第三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至第十五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即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租金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年。②租赁场所内公司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销售额（包括全部销售收入和对外租赁场
地租金收入及其他收入）超过 4.5 亿元人民币时，超出部分按照销售额的 6%增加租金（租
赁期前五年计算销售额时按不含税销售额计算，从第六年起计算销售额时按含税销售额计
算）
。鉴于昊泰实业的租赁房产已全部划给了昊泰实业以存续性分立方式进行分立而派生的
新疆泰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泰美商业”)，并已于 2009 年 8 月 27 日办理完毕相关房
产过户手续。为此，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3 日与昊泰实业、泰美商业签订《协议书》：泰美
商业取代昊泰实业成为合同的出租方，合同中约定的出租方的一切权利义务由泰美商业承
担；经登记确认，租赁场所总建筑面积为 40,988.51 平方米；每年租金总额按原合同约定不
变；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租金由公司按原合同相关条款继续支付给昊泰
实业，2010 年 1 月 1 日起的租金由公司支付给泰美商业；合同其他条款不变。
本报告期内，公司对该租赁场所支付 2014 年 1 季度租金 1,000 万元，2013 年度销售额超出
部分的租金 1,563.95 万元。

⑽、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骏房地产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8 日联合参与了乌鲁木齐市国土
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挂牌出让公告为（市国土挂告字[2012]4 号）】，竞买地
块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大道以东，
挂牌编号：2011-C-114 和 2011-C-115，面积分别为 26,458.57
平方米和 33,195.69 平方米，并与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挂牌成交确认书》
。2012
年 11 月，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骏房地产公司与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竞买的土地将规划建设为友好商业综合体项目。上述事项已分别
经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和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分别刊
登在 2012 年 5 月 18 日、2012 年 6 月 6 日、2012 年 6 月 14 日和 2012 年 12 月 14 日的《上
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
按照初步设计方案，友好商业综合体项目计划分为三期施工建设：一期拟开发建设购物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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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总建筑面积约 240,000 平方米；二期拟开发建设一幢超高层写字楼与酒店；三期拟开发
建设友好集团总部办公楼,作为公司的企业管理及运营管理总部的办公地址；自用后剩余面
积部分，将通过市场公开销售，或者接受投资合作、合营、独立经营等多种方式开展日常经
营。
公司拟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骏房地产公司联合开发上述一期工程项目，即友好商业综合体购
物城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40,000 平方米；该项目中 160,000 平方米（包含停车场及设备用房）
由公司开发建设，拟开设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该项目中 80,000 平方米（地上一层至地上
五层）由华骏房产开发建设，用于出售。
为使华骏房地产公司顺利开展并完成该项目中由该公司开发建设部分的施工建设工作，公司
与该公司就开发友好商业综合体购物城项目签署《统借统还贷款分拨协议》，公司将根据项
目进度向银行申请统借统还贷款，并向华骏房地产公司进行分拨，以降低项目开发的财务费
用。
上述事项已分别经公司七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和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相关公告分别刊登在 2013 年 6 月 8 日和 2013 年 6 月 26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
①本报告期，公司对该项目支付前期等费用 314.93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对该项目
支付土地费用 13,293.35 万元，前期等费用 627.93 万元，累计共支付 13,921.28 万元。
②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骏房地产公司对该项目支付前期及设计等费用 11.25 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华骏房地产公司对该项目支付土地费用 22,747.42 万元，前期及设计等费
用 905.06 万元，累计共计支付 23,652.48 万元。

⑾、2014 年 4 月 4 日，公司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922,810 股，其中：公司第一大股东乌
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收回代为垫付的对价股份 394,774 股，其他股东 528,036 股。
公告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临 2014-012 号公告。

注：上述重要事项中凡属租赁项目的除第⑼项外，“本报告期支付金额”和“截止本报告期
末累计支付金额”中均未包含已支付的项目租金。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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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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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4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04,152,281.08

1,106,115,844.09

16,903,371.59

15,811,767.98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500,000.00

2,605,118.80

应收账款

8,805,081.44

9,203,169.68

预付款项

167,301,694.85

176,367,583.38

213,442,696.46

212,145,667.76

2,158,017,064.80

2,248,359,216.52

5,333,257.63

7,459,024.42

3,677,455,447.85

3,778,067,392.63

82,316,328.15

74,166,196.6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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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48,184.52

41,448,184.52

投资性房地产

188,236,456.70

190,299,053.09

固定资产

2,135,154,945.50

2,162,873,302.43

在建工程

321,879,154.08

289,560,935.11

266,114,202.57

267,909,718.34

531,375,374.55

551,764,561.53

10,742,697.28

12,141,677.48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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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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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3,577,267,343.35

3,590,163,629.15

7,254,722,791.20

7,368,231,021.78

235,000,000.00

262,000,000.00

500,000.00

296,355.0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10,879,637.42

978,529,177.00

预收款项

1,712,013,028.50

1,622,626,298.76

15,572,783.59

20,092,146.09

-151,900,966.47

-63,183,172.6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3,571,434.91

27,684,194.28

应付股利

151,369,375.37

251,369,375.37

其他应付款

410,693,251.77

458,089,246.29

32,000,000.00

32,000,000.00

3,219,698,545.09

3,589,503,620.17

长期借款

1,172,600,000.00

977,600,000.00

应付债券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258,049,419.43

266,006,777.62

14,621,067.78

13,420,179.29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3,736,593.42

3,650,334.66

1,949,007,080.63

1,760,677,291.57

5,168,705,625.72

5,350,180,911.74

实收资本（或股本）

311,491,352.00

311,491,352.00

资本公积

467,661,329.45

460,733,717.67

93,761,830.25

93,761,830.25

810,040,948.32

769,427,362.73

1,682,955,460.02

1,635,414,262.65

403,061,705.46

382,635,847.39

2,086,017,165.48

2,018,050,110.04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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