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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业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中期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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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中期报告摘要摘自中期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

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中期报告全文。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中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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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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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上实联 

股票代码 600607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祖琪 王锡林 

联系地址 上海市桃江路 8号宝轻大厦 5楼 上海市桃江路 8号宝轻大厦 5楼 

电话 021－64331098 021－64331098 

传真 021－64337533 021－64337533 

电子信箱 siuc@siic.com siuc@si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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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流动资产 1,425,677,667.23 1,418,361,394.76 0.52

流动负债 737,128,328.32 724,977,734.02 1.68

总资产 2,977,988,342.75 2,912,264,951.41 2.2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

权益） 
1,732,044,437.32 1,715,429,598.59 0.97

每股净资产(元) 5.6508 5.5966 0.97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5.5185 5.4852 0.61

 报告期（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净利润 51,924,663.84 50,499,422.48 2.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8,367,128.35 50,481,179.46 -4.19

每股收益(元) 0.1694 0.1648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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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 
注 1 

(元) 0.1412  

净资产收益率(%) 3.00 3.05 减少 0.05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4,584,030.10 36,618,556.73 76.37

注 1：公司实施 2005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367,814,821 股摊薄

计算的 2006 年中期每股收益为 0.1412 元。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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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产生的损益 
2,832,593.86 

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 753,655.48 

短期投资收益，（不包括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有经营资格的

金融机构获得的短期投资收益） 
1,176,5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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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227.43 

合计 3,557,5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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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4、外资持股 133,700,738 43.62      133,700,738 43.62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133,700,738 43.62      133,700,738 43.62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33,700,738 43.62      133,700,738 43.6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172,811,613 56.38      172,811,613 56.3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72,811,613 56.38      172,811,613 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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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三、股份总数 306,512,351 100.00      306,512,351 100.00

 

3.2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9,34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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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GHAI 

INDUSTRIAL YKB 

LIMITED 

外资股东 43.62 133,700,738 133,700,738 未知 

裕隆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4 3,194,532  未知 

国金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0.98 3,009,072  未知 

 

周小娜 
其他 0.62 1,910,475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投

资有限公司－中

国龙资本市场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8 1,768,129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博时精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1,500,00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其他 0.41 1,269,987  未知 

杨继华 其他 0.36 1,100,095  未知 

王祥龙 其他 0.29 900,000  未知 

李宝柱 其他 0.28 864,230  未知 

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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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隆证券投资基金 3,194,532 人民币普通股 

国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009,072 人民币普通股 

周小娜 1,910,475 人民币普通股 

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龙资本市场资金信托计划 1,768,12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1,269,987 人民币普通股 

杨继华 1,100,095 人民币普通股 

王祥龙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宝柱 864,230 人民币普通股 

吴建英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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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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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不适用 

姓名 职务 期初持股数 期末持股数 变动原因 

吕明方 董事长 15,000 19,500 股权分置改革 

丁忠德 董事 15,000 19,500 股权分置改革 

陆 申 董事 12,000 15,600 股权分置改革 

周 杰 董事 0 0  

姚 方 董事总经理 0 0  

孙伟国 董事副总经理 12,000 15,600 股权分置改革 

陈绍昌 独立董事 0 0  

谢 荣 独立董事 0 0  

石良平 独立董事 0 0  

厉伟达 监事长 0 0  

林炳生 监事 0 0  

邬健庄 监事 0 0  

王 震 副总经理 0 0  

施祖琪 
助理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3,000 3,900 股权分置改革 

顾中宪 财务总监 12,000 15,600 股权分置改革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06 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医药行业经营环境面临重大变化，行业内重拳监管、反商业贿赂等政

策相继出台加强行业整顿，药品持续降价、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使得国内医药企业遭遇了近年来少

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医药行业利润增幅大幅下滑。面对严峻的外部经营环境，公司继续围绕医药产

业发展战略规划，坚持“善用资源、创造价值、增加合力、强化执行”的工作主题，积极推进自主创

新，聚焦核心业务，提升市场能力，提高管理力度，积极开源节流，在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0,137.42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33,232.99 万元，实现

税后利润 5,192.47 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2.32％、12.56％、2.82％，每股收益 0.1694 元。截

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 173,204.44 万元，资产总额 297,798.83 万元，市值 30 亿元。 

★生物药品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普"）生产的“凯

力康”（通用名为“注射用尤瑞克林”）、“天普洛安”（通用名为“注射用乌司他丁”）及深圳康

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生产的 Vecon 牌重组（酵母）乙型肝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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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普自行研发的国家一类新药"凯力康"，主治急性脑梗死，属世界创新药物，拥有独立的自主知

识产权，已申请多项中国及世界专利，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于

2005 年底上市。今年是新产品导入期，工作重点是新药市场的拓展。公司组建整合了销售队伍，组

织了大型全国学术推广活动，启动“凯力康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邀请国内权威专家教授，与全国

近二十家重点医院开展了相应的课题研究。通过多种方式的推广，凯力康的销售已经在今年上半年打

下了较为良好的基础。 

"天普洛安"为国内独家生产品种，该产品自 1999 年底投产上市以来，现已在外科学术界和危重

症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拓展天普洛安在危重病方面的应用，并重点开

拓麻醉、烧伤等领域，取得了较好效果。上半年通过多次参加全国大型医药专题活动，进行天普洛安

的推广，取得了较好效果，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606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4.96%。 Vecon 牌重

组（酵母）乙型肝炎疫苗实现销售收入 4031 万元。 

★化学药品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药"）生产的“常药”牌复

方利血平片、卡托普利片、常药降压片、复方卡托普利片、反应停及赤峰蒙欣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蒙欣"）生产的“雷蒙欣”（通用名为“氨麻美敏片”）、土霉素片等产品。 

公司坚持营销和科研创新并举，坚持“大营销、小区域、细耕作”，积极推进第三终端营销，开

辟农村市场，加强应收账款、存货、现金流管理，克服了药品价格下降、原材料成本上升的不利因

素。报告期内，复方利血平片实现销售 2733 万元，同比增长 14.41%；卡托普利片实现销售 3088 万

元，同比增长 36.73%；常药降压片实现销售 1628 万元，同比基本持平；复方卡托普利片实现销售

1492 万元，同比增长 3.86%；反应停实现销售 902 万元，同比增长 43.68%；“雷蒙欣”实现销售

1131 万元；“雷蒙”牌土霉素片实现销售 724 万元，同比增长 35.00%。主要原料药卡托普利原料、

氢氯噻嗪原料、盐酸麻黄碱原料等，均实现了 30％以上的增长。 

重组人肿瘤坏死因子 rh-TNFαD3a 项目通过十年的努力，已获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该项目的产

业化进程正在顺利推进之中。报告期内，GMP 厂房已竣工并调试完成，三批样品在省药监局的监控下

生产完毕，自检合格，并送中国生物制品检验所检验，争取尽早取得生产批文。 

★医疗器械业务：主要产品包括上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械股份”）生产的呼

吸机、麻醉机、牙科治疗机、手术床、血压计（表）、手术无影灯、人造牙等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整合医疗器械原有资源，深化转型，建立完善新架构的流程和制度建设，调整

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市场建设，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报告期内，医疗器械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29,194 万元。 

★商务网络业务：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继续坚持以国际化为目标，巩固

本土优势、优化全国布局，提升核心竞争能力，专注于三大业态的核心业务，进一步巩固全国领先地

位。继续坚持集中发展策略原则，保持较稳定的网络扩展能力。报告期内净增加 99 家门店，报告期

末直接经营和加盟经营的门店总数合计 3708 家，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928,880 万元，净利润 11,922.68 万元。本公司持有联华超市 21.17%股权。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分

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

利润率(%)

主营业务收

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 

主营业务利润

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1. 医药的开

发、制造、

销售、咨询

等 

90,943.15 63,722.51 29.93 5.32 0.23 增加 3.56 个百

分点 

2. 医疗器械 29,194.27 22,520.03 22.86 -5.94 -5.53 减少 0.34 个百

分点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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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国内销售 107,866.22 2.04 

国外销售 12,271.20 4.86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适用√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以上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参股公司名称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贡献的投资收益 2,524.03 占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比重(%) 48.61 

经营范围 经营连锁超市 
参股公司 

净利润 11,922.68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不适用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不适用 

 

5.8.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不适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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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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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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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或置入资产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方及被收购或

置入资产 
购买日 交易价格

自购买日起至

报告期末为上

市公司贡献的

净利润 

是否为关联

交易（如

是，说明定

价原则） 

所涉及

的资产

产权是

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

的债权

债务是

否已全

部转移 

收购上海赵巷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的上海实业联合集团

药业有限公司 2％股权

2006 年

2 月 26

日 

563.00 0 否 是 是 

收购广州博普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持有的常

州天普制药有限公司

69.63％股权 

2005 年

12 月

16 日 

7,100.00 206.77 否 是 是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方及被出

售或置出资产 
出售日 

交易价

格 

本年初起至出

售日该出售资

产为上市公司

贡献的净利润 

出售产

生的损

益 

是否为关联

交易（如

是，说明定

价原则） 

所涉及

的资产

产权是

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

的债权

债务是

否已全

部转移 

向周一平、许

政、冯卫转让上

海实业联合集团

制药有限公司 34

％股权 

2006

年 3 月

21 日 

601.65 27.54 21.89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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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资产的收购与出售，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扶植优势企业的发展，增强公司对投资企业

的控制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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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担保事项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

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

签署日） 
担保金额 

担保

类型

担保

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保

（是或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0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1,300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1,30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1,3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0.75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

担保金额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0

 

6.3 重大关联交易 

6.3.1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适用√不适用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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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无重大诉讼事项。 

 

（2）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械股份”）与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闽发证券”）因证券代理纠纷引起诉讼，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一

中民三（商）初字第 1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医械股份胜诉，闽发证券及其上海水电路营业部应偿还

61,991,754.46 元及相应的利息。2005 年 7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取消闽发证券证券业务许可

并责令其关闭，同时委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组成闽发证券清算组负责清算工作。目前，闽发证券的清

算工作尚在进行中。 

     

（3）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华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投资”）与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龙证券”）上海长宁路营业部因证券权益纠纷引起诉讼，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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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200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 4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并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沪高

民二（商）终字第 83 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华瑞投资胜诉，华龙证券及其上海长宁路营业部应偿还

60,000,000.00 元及相应的利息。华瑞投资已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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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 2005 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更名的议案，公司名称拟变更为 

“上海实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简称拟变更为“上实医药”。公司更名事宜及经营范围需获得

国家商务部和工商管理部门的批准，具体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国家商务部和工商管理部门最终批准为

准。 

 

2006 年上半年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06 年下半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欠方案实施时间表 

□适用√不适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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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承诺履行情况 

SHANGHAI 

INDUSTRIAL YKB 

LIMITED 

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24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在上述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 5％，并遵守法定信息披露要求。 

承诺履行中 

上海实业控股有

限公司 

将上实控股旗下附属企业持有的杭州青春宝股权适时和采

用市场公允价格转让或注入上实联合，该项资产转让或注

入上实联合时，需通过上实联合、上实控股及相关各方所

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 

上实控股关于青

春宝股权的转让

或注入方案正在

积极研究中 

注：特殊承诺指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除法定承诺之外的其他承诺。 

 

6.7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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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6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上海实业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1,201,374,246.

44

1,174,163,917.2

2
 0

减：主营业务成本 862,425,423.68 874,384,778.31  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6,618,959.51 4,540,261.78  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332,329,863.25 295,238,877.13  0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4,056,715.17 5,957,573.96 -95,930.81 -96,641.35

减: 营业费用 131,830,564.39 110,678,260.44  0

管理费用 127,057,595.38 121,333,534.77
8,266,644.9

1 
7,282,609.23

财务费用 3,206,183.06 7,367,108.99 -367,397.83 764,432.0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74,292,235.59 61,817,546.89

-

7,995,177.8

9 

-8,143,682.61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31,449,561.74 37,832,669.52

59,117,867.

60 
58,005,757.38

补贴收入 1,323,074.13 1,804,898.62  0

营业外收入 1,730,034.36 897,005.37 876,124.13 637,407.82

减：营业外支出 3,789,791.49 1,630,222.66 74,150.00 60.1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105,005,114.33 100,721,897.74

51,924,663.

84 
50,499,422.48

减：所得税 16,650,033.06 24,239,161.39  0

减：少数股东损益 36,430,417.43 25,983,313.87  0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0  0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1,924,663.84 50,499,422.48
51,924,663.

84 
50,499,422.48

 

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明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姚方     会计机构负责人: 顾中宪 

 

7.3 报表附注 

 

7.3.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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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如果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提供具体说明 

 

与上年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1 家，原因为：公司下属企业广州天普海外药业有限公司收购常州天普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天普”）69.63%的股权，公司拥有常州天普实际控制权，故将该公司

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吕明方 

上海实业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