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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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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06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在审议公司2006年第一季度报告等事项的公司第二届第十七次董

事会上，董事端然先生未亲自出席会议，授权于公司董事长张守斌先生

代为行使表决权。其余董事全部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董事长张守斌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商丽艳女士、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英女士郑重声明：保证公司2006年第一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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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吉林制药 变更前简称（如有） 恒和制药 

股票代码 00054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国建  

联系地址 吉林市长春路 99 号  

电话 0432－5079887  

传真 0432－5079996  

电子邮箱 JZYD＠public.jl.j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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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 368306333.50 363274056.34 1.39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28900361.19 38680218.77 -25.28

每股净资产 0.2131 0.2852 -25.28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0.0229 0.0939 -75.61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78267.43 2178267.43 -124.08

每股收益 -0.0721 -0.0721 460.50

净资产收益率（%） -33.84 -33.84 2311.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33.89 -33.89 2286.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 0

营业外支出 744.52

合计 -744.52

 

2.2.2 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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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后附。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106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张连华 386600 A 

江东 317700 A 

郭奕勃 265568 A 

郭春礼 245100 A 

潘元穆 226931 A 

吕莲 217669 A 

王凤林 202500 A 

唐海燕 200000 A 

徐玲 199000 A 

徐汉林 180000 A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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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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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参芪片 12601326.45 4962560.01 60.62

其中：关联交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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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适用   □不适用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的 

比例（%） 
项目 

2006 年 1－3

月 

2005 年 1－12

月 

2006 年 1－

3 月 

2005年 1－

12 月 

增减幅度

（%） 

主营业务 

利润 
10620912.26 35740522.50 -108.43 -28.25 -80.18

其他业务 

利润 
0 107675.78 0 -0.09 0.09

营业 

费用 
10752608.14 58804949.25 -109.78 -46.48 -63.3

管理 

费用 
6762057.36 74585865.17 -69.04 -59 -10.04

财务 

费用 
2900471.36 12473588.98 -29.61 -9.87 -19.74

营业外收

支净额 
-744.52 -16488328.00 0.01 13.03 -13.02

利润 

总额 
-9794969.12 -126512697.28 100 100 0

说明： 

1、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比上一报告期下降 80.18%主要

系由于主营业务收入下降所致。 

2、营业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比上一报告期下降 63.3%主要系由于

本报告期亏损额增加所致。 

3、管理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比上一报告期下降 10.04%主要系由

于本报告期亏损额增加所致。 

4、财务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比上一报告期下降 19.74%主要系由

于本报告期亏损额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支净额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比上一报告期下降 13.02%主

要系由于本报告期营业外收支净额发生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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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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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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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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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无重大变化，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净利润大致为亏损

15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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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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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与公司非流通股东的沟通，若无重大变化，公司预计于2006年6月底之

前进入股改程序，披露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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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季度报告签章页)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守斌 
 

 

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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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编制单位：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数 母公司 
项目 行次  

2006 年 1-3 月 2005 年 1-3 月 2006 年 1-3 月 2005 年 1-3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1 19,082,894.26  29,996,432.83    7,164,740.78  29,996,432.83 

   减：主营业务成本 2 8,413,964.88   22,414,251.62    5,209,421.40  22,414,251.62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      48,017.12     153,652.48        9,529.31     153,652.48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填列） 4 10,620,912.26   7,428,528.73    1,945,790.07   7,428,528.73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填列） 5     -894,685.58      -894,685.58 

     减：营业费用 6 10,752,608.14   1,429,905.07      700,938.50   1,429,905.07 

       管理费用 7   6,762,057.36   4,681,039.24    5,950,726.43   4,681,039.24 

       财务费用 8 2,900,471.36   2,880,568.65    2,896,601.03   2,880,568.6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9 -9,794,224.60   -2,457,669.81   -7,602,475.89   -2,457,669.81 

   加：投资收益（亏损以“-”填列） 10  

       补贴收入 11  

       营业外收入 12      10,040.00       10,040.00 

       减：营业外支出 13 744.52       42,539.78       42,539.78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填列） 14 -9,794,969.12   -2,490,169.59   -7,602,475.89   -2,490,169.59 

   减：所得税 15  

      少数股东收益 16      -15,111.54  

五、净利润（亏损以“-”填列） 17 -9,779,857.58   -2,490,169.59   -7,602,475.89   -2,490,169.59 

１、出售、处置部门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益   

２、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３、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总额   

４、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总额   

５、债务重组损失 
  

６、其他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数 母公司 
项目 行次  

2006 年 1-3 月 2005 年 1-3 月 2006 年 1-3 月 2005 年 1-3 月 

一、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 -9,779,857.58   -2,490,169.59   -7,602,475.89   -2,490,169.59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 -154,295,569.70 -27,881,366.41 -152,688,389.50 -27,881,366.41

其他转入 3  

二、可供分配的利润 4 -164,075,427.28 -30,371,536.00 -160,290,865.39 -30,371,536.00

减：提取盈余公积 5  

提取公益金 6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7  

提取储备基金 8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9  

利润归还投资 10  

三、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11 -164,075,427.28 -30,371,536.00 -160,290,865.39 -30,371,536.00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12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13  

应付普通股股利 14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15  

四、未分配利润 16 -164,075,427.28 -30,371,536.00 -160,290,865.39 -30,371,536.00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