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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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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

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孙国建、公司总经理颜祖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何新洁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四环 变更前简称（如有）四环生物 

股票代码 00051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立新  

联系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10号  

电话 0510-86408558  

传真 0510-86408558  

电子信箱 0518shs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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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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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077,820.08 1,295,465,636.61 -8.44%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1,003,664,971.21 999,762,143.72 0.39%

每股净资产 0.97 0.97 0.00%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0.97 0.9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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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81,680.73 35,515,755.81 264.97%

每股收益 0.001 0.002 0.02%

净资产收益率 0.07% 0.22% 1.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0.07% 0.22% 1.9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无 0.00

合计 0.00

2.2.2  财务报表 

2.2.2.2  本报告期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7—9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73,787,056.02 63,306,539.80 45,615,471.92 35,318,615.99

  减：主营业务成本 53,063,224.00 48,283,162.87 38,850,132.16 34,343,260.82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133,810.05 16,627.58 309,572.01 163,874.08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20,590,021.97 15,006,749.35 6,455,767.75 811,481.09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1,423,905.04 1,390,886.17 364,241.10 340,309.48

  减：营业费用 1,374,130.72 533,650.76 812,380.30 267,244.07

      管理费用 18,725,892.54 13,295,856.17 26,525,366.73 11,884,738.74

      财务费用 891,016.45 919,128.57 1,803,390.98 1,849,5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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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1,022,887.30 1,649,000.02 -22,321,129.16 -12,849,725.86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0.00 -423,016.59 0.00 -9,422,319.75

      补贴收入 0.00 0.00 0.00 0.00

      营业外收入 0.00 0.00 0.00 0.00

  减：营业外支出 0.00 0.00 0.00 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1,022,887.30 1,225,983.43 -22,321,129.16 -22,272,045.61

  减：所得税 544,170.01 544,170.01 -2,464,918.92 -2,464,918.92

      少数股东损益 -203,096.13 -49,083.55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681,813.42 681,813.42 -19,807,126.69 -19,807,126.69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0.00 0.00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681,813.42 681,813.42 -19,807,126.69 -19,807,126.69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78,826.98 -78,826.98

      提取法定公益

金 
-39,413.49 -39,413.49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681,813.42 681,813.42 -19,688,886.22 -19,688,886.22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681,813.42 681,813.42 -19,688,886.22 -19,688,886.22

利润表（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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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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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孙国建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何新洁   会计机构负责人：何新洁 

2.2.2.3  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9月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到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91,041,555.21 154,560,545.31 141,637,614.93 115,900,183.31

  减：主营业务成本 135,490,005.10 114,529,994.42 119,945,398.02 107,840,461.19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557,605.46 211,409.15 833,979.91 492,589.87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54,993,944.65 39,819,141.74 20,858,237.00 7,567,132.25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1,636,089.25 1,603,070.38 429,399.36 405,467.74

  减：营业费用 3,149,023.56 1,020,022.86 3,483,498.65 2,177,389.56

      管理费用 48,632,072.30 33,161,654.11 54,892,735.64 29,046,131.71

      财务费用 948,425.82 1,060,580.85 2,086,457.58 2,202,035.16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3,900,512.22 6,179,954.30 -39,175,055.51 -25,452,956.44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1,961,444.94 20,059,352.86 6,420,770.6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329.00 13,329.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3,900,512.22 4,218,509.36 -19,102,373.65 -19,018,856.84

  减：所得税 2,039,384.92 2,039,384.92

      少数股东损益 -317,997.14 -83,516.81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179,124.44 2,179,124.44 -19,018,856.84 -19,018,856.84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76,930,008.64 -70,513,492.14 26,609,918.84 33,026,435.34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74,750,884.20 -68,334,367.70 7,591,062.00 14,007,578.50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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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74,750,884.20 -68,334,367.70 7,591,062.00 14,007,578.50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74,750,884.20 -68,334,367.70 7,591,062.00 14,007,578.50

利润表（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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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孙国建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何新洁   会计机构负责人：何新洁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未股改公司）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8,604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嘉善万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3,797,113A股 

浙江财建物业租赁有限公司 3,764,153A股 

郑雄智 2,511,334A股 

仇芳芳 2,094,600A股 

周靖 1,708,600A股 

王月华 1,589,729A股 

平湖市财通网络信息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1,475,200A股 

南京奥一水处理中心 1,392,000A股 

郭茂茂 1,220,000A股 

徐建民 1,000,000A股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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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及经营范围没有发生变化，公司仍以纺织、医药产品为主业。

公司生产情况稳定，报告期内在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实现了扭亏为盈。2006

年 1 至 9 月份，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104.16 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34.88%。 

2006 年年度,公司将在积极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情况下，努力生产经营，保持销售收

入及净利润的持续回升，实现全年度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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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利润率（％） 

毛纺织业 12,993.12 9,431.79 27.41%

生物药品制造业 6,111.04 4,117.21 32.63%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羊绒大衣呢 4,294.18 2,700.10 37.12%

白介素-2 1,586.65 965.15 39.17%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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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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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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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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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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财务部根据2006年1-9月份财务各项数据预测,本公司2006年度全年度将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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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次季报公告日，未进入股改程序公司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