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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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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董事长吕明方先生、总经理姚方先生、财务总监顾中宪女士、财务主管沈波先生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上实联合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600607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证券事务代表

施祖琪
上海市桃江路 8 号宝轻大厦 5 楼
021－64331098
021－64337533
siuc@siic.com

王锡林
上海市桃江路 8 号宝轻大厦 5 楼
021－64331098
021－64337533
siuc@siic.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数

总资产(元)

2,883,828,500.05

2,912,264,951.41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0.98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1,741,150,524.03

1,715,429,598.59

1.50

每股净资产(元)

5.6805

5.5966

1.50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5.5600

5.4852

1.36

-1,364,729.46

-1,364,729.46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79.08

0.0839

0.0839

0.84

报告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每股收益(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元)

0.0839

净资产收益率(%)

1.48

1.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1.43

1.43

每股收益

注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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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0.05 个百
分点
减少 0.1 个百分
点
金额（单位：元）
316,9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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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生的损益
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
扣除公司日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
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合计
注 1：如果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公司股本发生变化的，按新股本计算。

664,399.72
-243,217.32
738,163.12

2.2.2 利润表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603,308,967.89

601,166,694.88

减：主营业务成本

439,752,092.18

451,732,064.30

3,174,169.10

2,469,594.49

160,382,706.61

146,965,036.09

1,398,707.60

2,581,503.48

64,050,699.53

53,193,891.34

58,867,422.65

56,033,812.6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减: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260,527.55

291,922.43

2,661,219.97

2,712,823.94

762,995.01

3,838,763.11

-121,527.43

507,241.52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8,100,297.02

36,480,072.52

-2,279,164.99

-2,928,143.0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361,069.50

15,535,317.43

28,045,646.27

28,428,852.32

1,145,293.99

519,851.36

48,639.07

85,759.49

4,594.16

5,450.00

财务费用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减：所得税

561,779.36

700,323.77

50,150.00

170.00

53,093,520.22

51,920,677.03

25,720,925.44

25,505,989.29

11,763,800.53

10,430,391.09

减：少数股东损益

15,608,794.25

15,984,296.65

25,720,925.44

25,505,989.29

25,720,925.44

25,505,989.29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单位：股
45,254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
数量
3,982,035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3,581,646

人民币普通股

周小娜

1,3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杜瑞平

1,0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富国动态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德盛稳健证券投

653,860

人民币普通股

股东名称(全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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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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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
上海兴程实业合作公司

5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卓丽霞

515,797

人民币普通股

陈国勤

5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杭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84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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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围绕医药主业发展方向，继续加强对投资企业的管理力度，聚焦核心业务，
支持优势企业发展，继续加大科研力度，加大新品研发的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0,331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16,038 万元，净利润 2,572 万
元，较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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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分行业
医药的开发、制造、
销售、咨询等
医疗器械

455,320,514.74

323,667,339.83

28.91

147,988,453.15

116,084,752.35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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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期间费用占利润总额的 232.95％，与前一报告期 263.51％相比减少了 30.56 个百分点，主要
为报告期期间费用减少所致。
报告期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 27.05％，与前一报告期 48.5％相比减少了 21.45 个百分点，主要是报
告期投资收益主要为对参股企业的投资收益，而前一报告期投资收益除对参股企业的投资收益外，另
有股权转让等投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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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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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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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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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公司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上海实业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明方
200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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