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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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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卢军

董事

公务原因

施金明

吴爱民

董事

公务原因

姜修昌

马万军

董事

公务原因

施金明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董事长施金明先生、总经理闫志刚先生、财务总监魏平孝先生、财务经理池国光先生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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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元）

6,547,314,118.01

6,306,793,005.81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139,629,597.70

1,052,370,309.53

8.29%

288,149,400.00

288,149,400.00

0.00%

3.95

3.65

8.22%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元）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3,526,818,451.42

2,997,143,207.41

1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259,288.17

63,119,447.46

3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6,947,045.11

-73,092,572.19

333.6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1.10

-0.25

33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2

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2

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6%

7.18%

0.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70%

7.00%

0.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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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附注（如适用）
23,4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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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1,962.7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38,973.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9,406.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21,552.78

所得税影响额

-491,983.45
合计

2,863,34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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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110,459,74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29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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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95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669,023

人民币普通股

HTHK/CMG FSGUFP-CMG FIRST STATE
CHINA GROWTH FD

7,032,720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4,963,36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4,207,39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4,158,95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443,54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14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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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收款项期末比期初减少 3764 万元，增长率-37.52%。主要原因为：年初部分预收款项本期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已
确认为收入。
2、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增加 2276 万元，增长率 57.30%。主要原因为：本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使本期应纳税费同
比增加；此外，深圳区域城建税、企业所得税利率上调也有一定影响。
3、应付利息期末比期初减少 156 万元，增长率为-73.71%。主要原因为：本公司支付了部分借款利息。
4、长期借款期末比期初增加 5200 万元，增长率为 173.33%。主要原因为：
（1）本公司之子公司致君万庆本期增加长
期借款 3000 万元；
（2）本公司之子公司广西国药物流本期增加长期借款 2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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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 443 万元，增长率 118.60%。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营业收入
增加，应缴纳各项税费增加；另一方面深圳区域城建税率由 1%提高到 7%也有一定影响。
6、本期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1038 万元，增长率 66.30%。主要原因为：
（1）国家银根收紧，本公司借款利率调整
影响。
（2）为支持业务发展，银行借款增加。
7、本期资产减值损失为 53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43 万元，增长率 461.59%。主要原因为：
（1）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126 万元转回坏账准备 11 万元；
（2）对过效期、近效期以及降价的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21 万元，转回存货跌价准
备 97 万元。
8、本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 198 万元，增长率 46.04%。主要原因为：本公司之联营公司万乐药业净利润同比增
加，使当期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
9、本期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195 万元，增长率-40.81%。主要原因为：本公司之子公司致君万庆本期收到的政
府补助金额同比减少。
10、本期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55 万元，增长率-93.80%。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本公司发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44 万元，本期此类业务发生金额较小。
11、本期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760 万元，增长率 40.19%。主要原因为：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3,181 万元，使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同时深圳区域的所得税率上升，对其也有影响。
12、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比上年同期减少 9.4 万元，增长率-55.42%。主要原因为：本公司之子公司致君医贸本期收到
的出口退税同比减少。
13、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450 万元，增长率-89.90%。主要原
因为：本公司之子公司致君制药上年同期因处置部份房产取得现金 450 万元，本期无大额非流动资产处置收入。
14、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比增加 191 万元，主要原因：本期之子公司广西国药物流收到南宁经济
开发区政府拨付的物流园项目扶持款，上年同期无此类业务发生。
15、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为 0，比上年同期减少 1134 万元。主要原因为：本公司上年同期
支付收购致君万庆第三期股权款 1094 万元，支付收购东莞一致股权款 40 万元，本期无发生此类业务。
16、本期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255 万元，增长率为 35.66%。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本公司
之子公司国控南宁支付南宁市医药公司药品经营业务第一期收购款 715 万元，本期支付第二期收购款 970 万元。
17、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2.3 亿元，增长率为-32.98%。主要原因为：本年度公司充分调剂内部资
金，开展资金成本较低的融资业务，从而使本期收到的银行借款同比下降。
18、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4.6 亿元，增长率为-81.92%。主要原因为：本期到期需偿还银行借款比
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19、本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691 万元，增长率 57.82%。主要原因为：本期银行融
资额度增加，影响支付的银行利息增加。
20、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2096 万元，增长率 178.19%。主要原因为：本期支出为归还应收
账款保理业务款，上年同期无此类业务。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一、本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收购同一控制下的国药控股深圳中药有限公司，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
并》的相关规定，对 2010 年 3 月比较报表进行了调整，合并了国药控股深圳中药有限公司，增加 2010 年 1-3 月收入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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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159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83 万元。
二、按照深圳证监局《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
（深证局公司字〔2011〕31 号）
精神，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本公司 2011 年一季度内控建设工作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内控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
1、编写完成《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董事会审议后于 3 月 22 日对外公告。
2、编写完成一致药业“关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工作方案”
，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并于 3 月 22 日对外公
告。
3、根据深圳证监局的安排，组织落实了公司主要负责内控工作得有关人员参加了证监会内控建设的专业知识培训。
4、结合公司新的组织架构，组织完成了对 26 个内控手册和内控自我评估手册的修订初稿。
5、组织总部职能部门和两大事业部对公司现存的内外部风险事件进行识别，完成了 239 项风险事件的汇集。
6、讨论完成内控文件定稿事项和风险事件汇总标准，并对内控手册的后续培训开始制定方案。拟定于 5 月初召开风险
内控与流程专题会议进行审核。
7、按照公司制定的“关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工作方案”
，4 月 28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董
事会设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其中所设立的“风险内控与审计委员会”
，从治理层面建立了公司内控的决策机制和对内控执
行的监督机制。
（二）与工作方案中计划进度的对照、差异原因及解决措施情况
经与公司“关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工作方案”涉及的计划比对，相关工作均严格按照计划要求事件跟
进完成，未发现差异及需要跟进解决事宜。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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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2011 年 01 月 20 日

一致药业大厦

实地调研

民生证券、招商基金

了解医药行业改革发展情况，无
资料提供

2011 年 03 月 03 日

一致药业大厦

实地调研

第一创业证券、瑞银证券、湘财
证券、常青藤资本、国信证券、
交银施罗德基金、富安达基金

了解医药行业改革发展情况，无
资料提供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