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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1-041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诚药业 股票代码 0026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杰 李季 

办公地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 7 号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 7 号 

电话 0535-6371119 0535-6371119 

电子信箱 stock@dcb-group.com stock@dcb-grou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25,921,680.64 1,646,039,586.32 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958,774.05 219,239,127.90 -2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8,381,627.94 215,440,656.31 -3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5,825,597.93 5,320,907.59 8,466.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32 0.2733 -29.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32 0.2733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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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 4.98% -1.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512,930,218.00 7,393,206,198.64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07,450,906.20 4,468,323,480.21 -1.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2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东益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57% 124,888,049  质押 24,022,695 

由守谊 境内自然人 10.09% 80,924,299 60,693,224 质押 17,860,000 

嘉兴聚力叁号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40,110,717    

石雯 境内自然人 3.99% 32,000,036    

PACIFIC 

RAINBOW 

INTERNATION
AL, INC. 

境外法人 3.45% 27,654,757    

烟台金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3% 22,688,13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兴产

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03% 16,251,95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6% 14,894,216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二组合 
其他 1.45% 11,607,8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

实远见精选两

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7% 11,022,5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守谊持有烟

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51%股权，其妻子和女儿持有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49%股

权。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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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序号 重要事项 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1 公司通过

高新技术

企业重新

认定事项 

公司从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山东省 2020 年第二批高

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2021]25 

号）文件知悉，公司被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编号：GR202037002622，发证日期：

2020 年 12 月 8 日,有效期：3 年。 

2021年01

月19日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及下属公司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2 公司与
APRINOI

A 

Therapeuti

cs Inc.达成

投资及合

作协议事

项 

2021 年 2 月 5 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与 APRINOIA 

Therapeutics Inc.（以下简称 “目标公司”）签署

了《C 系列优先股认购协议》，以现金1,807.29

万美元认购目标公司增发的1,348.72万股C系列

优先股，占此次增发股份的86%；同时在本轮投

资交割前，按照公司可接受的条件购买其原有

股东部分股权，数量不低于385.43万股。本轮投

资和员工期权发放完成后，预计公司在目标公

司的持股比例为16%。截至2021年6月8日，本次

交易的各方均已经根据相关约定完成了其在交

割前应尽的义务与工作，本次对外投资标的资

产的交割手续已履行完毕，待目标公司 C 轮股

份和员工期权发放完成后，公司在目标公司的

持股比例将为 16%。目前，公司正按照既定计

划有序开展各项后续工作。 

2021年02

月06日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与APRINOIA 

Therapeutics Inc.达成投资及合作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5） 

2021年6月

9日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认购

APRINOIA Therapeutics Inc. 股权交割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3 下属公司

通过高新

技术企业

认定事项 

公司于近日从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广东省 2020 年第

三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

[2021]23 号）文件知悉，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

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广东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东安迪科”）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2044008623，发证日期：2020 年 12 月 9 

日,有效期：3 年。 

2021年01

月19日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及下属公司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4 子公司药

品通过仿

制药一致

性评价事

项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盐酸

氨溴索分散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东诚大洋生产的盐酸氨溴索分散片通过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2021年5月

29日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药品

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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