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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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于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八位执行董事，分别为蔡来兴先生、蔡育天先

生、瞿定先生、吕明方先生、丁忠德先生、钱世政先生、姚方先生及唐钧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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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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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总裁姚方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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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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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9,032,665.91 3,059,875,078.81 5.2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1,830,600,449.98 1,767,273,156.46 3.58

每股净资产(元) 4.9770 4.8048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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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50,558.31 -32.0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20 -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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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元) 32,979,395.38 95,994,398.42 31.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97 0.2610 31.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 0.1979 -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897 0.2610 31.29

净资产收益率(%) 1.80 5.24 
增加 0.35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1.30 3.98 

增加 0.06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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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285.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3,052,150.02

合计 23,221,4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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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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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968,54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5,098,445 人民币普通股 

沈国军 3,883,539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61,472 人民币普通股 

张婉如 2,090,7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明 1,974,209 人民币普通股 

曹少华 1,716,38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中国优

势证券投资基金 
1,607,219 人民币普通股 

王韵芳 1,436,500 人民币普通股 

阮乐 1,35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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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产负债表项目（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 

其他应收款  98,014,948.13  66,447,759.63 47.51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20,738,500.00    

投资性房地

产 

 16,893,158.75  32,248,278.31 -47.62

在建工程           73,279,605.22  42,274,697.91 73.34

应付职工薪

酬 

 44,593,710.31  33,337,561.60 33.76

应付股利           23,578,291.19  1,888,486.57 1,148.53

其他应付款  169,048,001.01  123,981,766.95 36.35

主要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系下属企业支付股权整合相关款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系由下属企业持有的限售流通股解禁转入本科目核算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减少系出售该类房地产所致。 

在建工程增加系下属企业固定资产投入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系下属企业应付工资增加。 

应付股利增加系应付境外法人股东的股利尚未支付。 

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下属企业收到搬迁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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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润表项目（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07 年 1-9 月发生额 2006 年 1-9 月发生额 变动（%） 

投资收益 85,972,873.05  46,268,050.25  85.81 

所得税费用 44,752,762.08  27,483,145.58  62.84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增加主要系公司及下属企业将已解禁的部分限售流通股出售及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增加。 

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系下属企业税前利润增加。 

 

三、 现金流量表项目（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07 年 1-9 月发生额 2006 年 1-9 月发生额 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350,558.31  106,408,278.79  -32.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406,129.04  -8,682,324.97  -492.08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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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07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决定向包括上海

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控股”）全资附属公司上实医药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实健康”）在内的不超过十家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722 万股（含 10,722 万股）新

股，用于收购：（1）上实控股全资附属公司上实健康持有的下列资产：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55％股权、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51.0069％股权、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 61％股权、辽宁好护

士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5％股权；（2）上实控股全资附属公司运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杭

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 24％股权及 250 万元增资款的相应权益。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

上报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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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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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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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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需要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序

号 

股票代

码 
简称 

持股数量

(股) 

占该公司股权比例

(%) 

初始投资成本 

（元） 
会计核算科目 

1 600377 
宁沪高

速 
1,850,000 <5 2,368,4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2 600643 S 爱建 116,480 <5 414,680.00 长期股权投资 

3 600617 
联华合

纤 
149,400 <5 263,790.00 长期股权投资 

合计 -- -- 3,046,870.00 -- 

 

 

3.5.2 公司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持有对象名称 
初始投资金额

（元） 

持股数量

(股) 

占该公司股权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947,084.69 6,518,000 10 5,947,084.69

小计 5,947,084.69 6,518,000 － 5,947,084.69

注：上述股权由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持有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8.16％股权。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明方 

2007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