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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363) 
 

 

海外监管公告 
 

附件为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刊发之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八位执行董事，分别为滕一龙先生、蔡育天

先生、吕明方先生、丁忠德先生、周杰先生、钱世政先生、姚方先生及周军先生；

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分别为罗嘉瑞先生、吴家玮先生及梁伯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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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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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董事长吕明方先生、副总裁孙伟国先生及财务总监沈波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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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4,140,535,065.30 3,443,633,475.22 20.2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2,310,832,973.48 2,007,785,881.31 1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2826 5.4587 15.09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3,394,891.71 3.4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6617 3.44 

 
报告期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801,533.18 467,299,474.11 -13.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46 1.2705 -13.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0.2736 —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946 1.2705 -13.18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51 20.22 
减少 0.56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

益率(%) 
1.41 4.35 

减少 0.31 个百

分点 

注：7-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出售联华超市引起合并收益减少所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元）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36,261,9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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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6,9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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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投资收益 

1,53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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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65,413.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724,999.62

所得税影响额 -176,810,510.87

合计 366,668,871.25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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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GHAI INDUSTRIAL YKB LIMITED 160,440,88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6,945,21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999,916 人民币普通股

王明 1,654,209 人民币普通股

阮乐 1,276,831 人民币普通股

周承文 1,250,150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万利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1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10,136 人民币普通股

王桂玲 99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766,682,917.63   763,437,927.28 131.41% 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收到现金

应收账款     649,704,580.29   457,647,259.93 41.97% 报告期内子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预付款项      49,116,760.87    32,260,281.24 52.25% 报告期内预付采购款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163,076,652.14   648,440,710.14 -74.85% 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 

在建工程      34,004,920.79    15,906,758.61 113.78% 
报告期内子公司车间改造项目

资本支出增加 

短期借款     112,000,000.00   181,500,000.00 -38.29% 报告期内子公司归还银行借款

应付票据      36,887,888.30    25,157,366.13 46.63% 报告期内子公司票据结算增加

预收款项      46,923,368.21    73,074,503.10 -35.79% 报告期内子司预收货款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39,362,722.21    28,231,162.83 39.43% 报告期内应付工资项目增加 

应交税费      92,839,562.12    24,990,888.76 271.49% 
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应交所得

税增加 

应付股利      36,699,321.62     4,282,803.65 756.90% 
报告期内应付股利尚未全部支

付 

其他应付款     207,350,668.37   124,732,445.45 66.24% 
报告期内子公司尚未结算款项

增加 

长期借款      44,630,288.25     4,630,288.25 863.88% 报告期内子公司增加长期借款

其他非流动负债      42,013,899.90    28,961,192.79 45.07% 报告期内子公司政府补助增加

未分配利润   1,047,604,331.37   642,833,376.83 62.97% 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 

合并利润表项目 1-9 月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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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5,664,149.69     9,379,437.80  
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增加及银行

贷款规模下降 

资产减值损失       1,360,170.25       339,510.49 300.63% 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投资收益     551,725,451.44    81,452,033.09 577.36% 
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投资收益

增加 

营业外收入      12,143,048.07     6,152,589.17 97.36% 
报告期内子公司取得政府补助

增加 

营业外支出       3,805,343.58     9,670,469.99 -60.65% 报告期内捐赠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217,154,856.55    46,057,809.85 371.48% 
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所得税费

用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467,299,474.11   130,520,204.11 258.03% 

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收益及经

营利润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108,814,714.06    78,936,575.47 37.85%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净利润增

加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1-9 月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9,053,988.44       889,815.63 87452.29% 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收到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147,191.09   -41,305,224.43  

报告期内子公司引进新投资者

现金流入增加 

主要财务指标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公司年初至报告期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6,73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58.03%。

主要原因为：（1）本报告期公司主营医药业务利润稳步增长；（2）报告期内出售全资附属企业上海

实业联合集团商务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实现一次性股权转让收益。 

 

3.2 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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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控股股东 SHANGHAI INDUSTRIAL YKB LIMITED 承诺其持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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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承诺已履行。 

2、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控股"）承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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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该项资产转让或注入上实医药时，需通过上实医药、上实控

股及相关各方所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 

    公司 2007 年 9 月 6 日召开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收购上实控股持有的正大青春宝、胡庆余堂药业、厦门中药厂、辽宁好护士、胡庆余堂国药

号股权及权益的相关议案。公司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即刻向审批机关提交申请材料，但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内，仍未能完成相关部委的全部法定审批程序，相关议案于 2008 年 9 月 6 日自动终止。（详

情请见本公司临 2008-13 公告）。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启动了上海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医药资产重大重组工作。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召开六届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医药换股吸收合并上实医药等相关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临 2009-37

公告），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主要由三项交易构成：（1）上海医药以换股

吸收方式合并上实医药和中西药业；（2）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3）上海医药向

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购买医药资产（包含正大青春宝、胡庆余堂药

业、厦门中药厂、辽宁好护士、胡庆余堂国药号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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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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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一季度出售全资附属企业上海实业联合集团商务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产生一次性

投资收益，预计 2009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累计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的要求，公司 2008 年度股东

大会年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明确“公司利润分配中最近三年现金分红

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

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重对股东的投资回报，维持长期稳定的分红方案是公司一贯的分配政策。公司自上海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控股以来，至今已经连续十一年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累计派发现金红利

4.5347 亿元人民币。期间实施两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股东累计获得转增股份 1.6347 亿股。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明方 

 

2009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