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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3                               证券简称：金城医药                           公告编号：2021-081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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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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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城医药 股票代码 3002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晓刚 倪艳莉、齐峰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经济开发区双山路 1 号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经济开发区双山路 1 号 

电话 0533-5439432 0533-5439432 

电子信箱 jcpc@300233.com jcpc@300233.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95,172,553.06 1,273,354,991.10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005,351.63 169,143,389.02 -4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4,254,182.51 165,558,343.35 -55.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896,552.33 252,931,460.72 -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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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3 -44.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3 -44.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 4.12%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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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4,397,924.08 5,000,113,119.10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75,847,652.80 3,437,981,008.87 -1.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5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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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金城实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13% 78,552,154 0 质押 40,933,541 

北京锦圣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06% 35,372,162 0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睿亿

投资攀山六期大宗交

易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96% 19,370,500 0   

赵鸿富 境内自然人 2.48% 9,676,000 7,257,000   

赵叶青 境内自然人 1.85% 7,227,500 5,420,625   

青岛富和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9% 6,209,000 0   

傅苗青 境内自然人 1.55% 6,048,332 4,536,249 质押 4,233,000 

彭国华 境内自然人 1.51% 5,900,000 0   

张学波 境内自然人 1.34% 5,220,000 3,915,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稳健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3% 4,395,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淄博金城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赵鸿富、赵叶青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赵鸿富、赵叶青、张学波均为金城实业股东、董事，傅苗青为公司董事、副总

裁，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睿亿投资攀山六期大宗交易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9,370,500 股股票，合计持有 19,370,500 股股票；股东青岛富和投资有限公司通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209,000 股股票，合

计持有 6,209,000 股股票；股东彭国华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900,000 股股票，合计持有 5,900,000 股股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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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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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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517.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9,300.5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5.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25.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5.15%。报告期内，影响公司业绩变化的主要因素有：（1）公司医药中间

体板块受产品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国外疫情等因素影响，产品销量和价格同比下降，净利

润同比下降73%。（2）公司生物制药及特色原料药和制剂板块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主要产品销量较去年同

期稳步提升，其中生物及特色原料药板块净利润同比增长61%。 

（二）重要事项简介 

1、2021年1月28日-至2021年2月8日，赵叶青先生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2,50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5%，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49,035,537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2、2021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公告编

号：2021-053），公司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2021年5月20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4），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3,536,4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91%，最高成交价为23.8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1.90元/股，成交总金额79,998,070.60元（不含交易费

用）。 

3、报告期内，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睿亿投资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29,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6249%。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睿亿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9,370,500股，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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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比例4.99999%，持有公司股份比例降至5%以下。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提前实施完毕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 

4、2021年2月10日锦圣基金发布减持预披露公告，其拟于2021年3月11日至2021年9月10日期间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7,728,219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 报告期内，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锦圣基金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票19,439,28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98%。 

5、2021年4月27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经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的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383,874,5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18424元(含

税)，预计分配总额77,482,167.94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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