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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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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07年 4月 26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 6名，实到董事及授权代表 6名。公司董事胡传瑞先生、周健先生以及

独立董事周娟女士、唐超先生共 4名董事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杨磊先生

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委托周健先生出席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张林先生因公未能

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周娟女士出席会议并表决。 

1.3 公司董事长范敬孝先生、财务总监周健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伟先生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1.4 公司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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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T泰格 变更前简称 四通高科、ST四通 

股票代码 0004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李英俊 李海洲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厦 B座 2202-2206 

联系电话 0755—83023002 

联系传真 0755—83023007 

电子邮箱 stock000409@163.com 

 

2.2 财务资料 

2.2.1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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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17,048.30 170,003,601.32 -24.6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79,027,294.64 80,908,936.44 -2.33

每股净资产 0.46 0.47 -2.13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0.32 0.33 -3.03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265,371.40 -143.9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03 -142.86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净利润 -1,834,436.53 -1,834,436.53 -16.45 

基本每股收益 -0.01 -0.01 - 

稀释每股收益 -0.01 -0.01 - 

净资产收益率 -0.02 -0.02 
增加 1.87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

资产收益率 
-0.02 -0.02 

增加 1.87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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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元

- -

合计 -

 

 

2.2.2利润表（见附表） 

 

2.3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股东总数 1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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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周  兵 1,711,6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明昊 1,000,005 人民币普通股 

何  玲 972,355 人民币普通股 

许培俊 6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素敏 606,305 人民币普通股 

翦利华 519,599 人民币普通股 

 候耀光 4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许乔义 443,600 人民币普通股 

林玉仙 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佳蓉 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

期限的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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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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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处置无效、低效资产，集中精力专注公司主业，决定出售大禹高科公司

的 99.99%股权。报告期内公司与深圳市泰格华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书，将所持大禹高科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深圳泰格公司，故本期不再合并大禹高

科公司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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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7年 1月 4日，公司第一大股东蚌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与河北宏宇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蚌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拟向河北宏宇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拥有的公司 44094724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5.73％)，以及其为完
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代其他非流通股东垫付对价而取得的受补偿权，转让总价款为

11088万元。该股权转让尚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于2007年1月11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

产保全申请，要求对本公司、蚌埠市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产进行诉前保全措施，

保全金额以人民币3500万元为限。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有关规定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的申请作出

了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1）轮候查封公司位于珠海市金湾区金海岸、土地证号为粤房地字C0909437

地块土地使用权。查封期限为二年，自2007年1月24日起至2009年1月23日止。 
（2）冻结本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央商务支行开设的账户。冻

结期限为六个月，自2007年1月26日起至2007年7月25日。 
2007 年 3 月 28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深中法立裁字第 40-1 号
民事裁定书，解除对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央商务支行开设的帐户的

冻结。 
3、为了有效处置公司无效、低效资产，集中精力专注公司主业；2007年 3月

9 日，公司 2007 年度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已同意出售公司持有的子公司四通集团广

东大禹高科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99.99%股权。股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4、2006年，公司出资 5200万元建设年产 3000吨维生素 C磷酸酯项目。因自

2006年三季度以来，粮食、能源、糖的价格连续上涨，导致生产维生素 C磷酸酯
的主要原辅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而国内外市场维生素 C 磷酸酯销售价格却未
有明显上升，原拟出资 5200 万元投资的年产 3000 吨维生素 C 磷酸酯生产线的项
目不再具有很好的盈利性，投资风险加大。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同意终止该投资项目并提交 200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因项目报批等原因致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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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进展缓慢，故本次终止投资未对公司造成实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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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大股东蚌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在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前，将 5,299.25 万元现金汇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具体情况请参阅 2006年 7月 28日于《中国证券报》公告的
《关于大股东以资产置换进行股改的资金已到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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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目前无主营业务及联营公司亏损，预计 2007年上半年公司亏损，亏损额
为 250-400万元。 
 
3.5 本次季报资产负债表中的 2007 年期初股东权益与“新旧会计准则股东权益
差异调节表”中的 2007年期初股东权益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06 年 12 月 31 日按现行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报表中少数股东权益为

47,205.27 元，新会计准则下计入股东权益，由此增加 2007 年 1 月 1 日股东权益

47,205.27元。 
 
 
 

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范敬孝  

2007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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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07年 3月 31日 2006年 12月 31日 
资产类 附

注 合并数 母公司 合并数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29,611.66 629,611.66 614,118.26 611,934.3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723,336.30 2,723,336.30 4,758,684.83 3,886,184.52
  预付款项   52,513,193.22 52,513,193.22 57,616,169.27 57,614,100.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24,831,985.15 24,831,985.15 21,361,010.84 22,712,274.9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0,698,126.33 80,698,126.33 84,349,983.20 84,824,493.7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7,997,400.85 7,997,400.85 10,692,115.36 30,313,773.32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97,781.26 197,781.26 19,700,466.58 211,597.60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6,723,739.86 26,723,739.86 42,761,036.18 26,901,880.7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500,000.00 12,500,000.00 12,500,000.00 12,5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7,418,921.97 47,418,921.97 85,653,618.12 69,927,251.71

资产总计 
  

128,117,048.30 128,117,048.30 170,003,601.32 154,751,7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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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续） 
编制单位：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07年 3月 31日 2006年 12月 31日 
负债和权益 

附

注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2,000,000.00 32,000,000.00 35,000,000.00 35,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5,672.80 45,672.80 1,730,106.31 45,672.80
  预收款项   801,070.0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20,058.29 220,058.29 2,877,357.96 178,019.94
  应交税费   1,837,275.51 1,837,275.51 2,046,256.63 1,837,275.51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14,896,747.06 14,896,747.06 46,549,873.91 36,853,149.39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8,999,753.66 48,999,753.66 89,004,664.88 73,914,117.6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负债合计   49,089,753.66 49,089,753.66 89,094,664.88 74,004,117.6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资本公积   1,888,613.05 1,888,613.05 1,888,613.05 1,888,613.05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2,897,462.21 2,897,462.21 2,897,462.21 2,897,462.2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7,132,928.62 -97,132,928.62 -95,298,492.09 -95,412,595.4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79,027,294.64 79,027,294.64 80,861,731.17 80,747,627.86
少数股东权益   47,205.27 
所有者权益合计  79,027,294.64 79,027,294.64 80,908,936.44 80,747,627.8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8,117,048.30 128,117,048.30 170,003,601.32 154,751,745.50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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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编制单位：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07年 1-3月 2006年 1-3月 
项               目 附注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总收入   420,000.00

其中：营业收入   420,000.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526,969.25 1,412,865.94 2,668,253.49 1,596,568.28

其中：营业成本   14,300.0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14,269.80 14,269.80

      管理费用  1,099,738.05 985,634.74 2,181,082.78 1,123,552.61

      财务费用   427,231.20 427,231.20 458,600.91 458,745.87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7,467.28 -307,467.28 -631,467.3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262,467.28 -262,467.28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34,436.53 -1,720,333.22 -2,248,253.49 -2,228,035.59

  加：营业外收入  32,366.23 32,366.23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834,436.53 -1,720,333.22 -2,215,887.26 -2,195,669.36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834,436.53 -1,720,333.22 -2,215,887.26 -2,195,669.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34,436.53 -1,720,333.22 -2,215,887.26 -2,195,669.36

    少数股东损益  -2,217.90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18,000.00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0.01 -0.01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 -0.01 -0.01 -0.01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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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07年 1-3月 2006年 1-3月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38,095.72 1,138,095.72 4,005,520.00 4,005,520.0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721,863.36 7,724,047.30 4,778,401.68 4,212,046.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859,959.08 8,862,143.02 8,783,921.68 8,217,566.7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 4,000,000.0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49,137.64 149,137.64 529,736.59 130,201.1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777.59 10,777.59 422,449.68 366,688.5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34,672.45 3,434,672.45 15,814,892.96 15,686,735.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94,587.68 3,594,587.68 20,767,079.23 20,183,62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65,371.40 5,267,555.34 -11,983,157.55 -11,966,058.7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300,000.00 2,3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00,000.00 2,3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4,878.00 4,878.00 
8,0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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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545,000.00 4,545,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49,878.00 4,549,878.00 8,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9,878.00 -2,249,878.00 -8,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8,405.58 58,405.5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8,405.58 58,405.5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14,451.65 514,451.6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00,000.00 3,000,000.00 3,514,451.65 3,514,451.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0,000.00 -3,000,000.00 -3,456,046.07 -3,456,046.0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493.40 17,677.34 -15,447,203.62 -15,422,104.8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493.40 17,677.34 -15,447,203.62 -15,422,104.82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4.4 审计报告 
本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