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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3                              证券简称：金城医药                      公告编号：2022-026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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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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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83,874,58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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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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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33-5439426 0533-5439426 

电话 0533-5439432 0533-5439432 

电子信箱 jcpc@300233.com jcpc@30023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于医药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涵盖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口服及外用制剂以及注射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各子

公司产品主要涉及抗感染类、妇儿专科类、肝病类以及营养保健品等领域。公司主营业务分以下几个板块： 

1、医药中间体板块 

公司医药中间体板块主要产品为头孢侧链医药中间体，具体包括AE活性酯、头孢他啶活性酯、呋喃铵盐、头孢克肟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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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头孢地尼活性酯以及三嗪环等主要产品。公司拥有国内首个头孢类医药中间体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三代头孢抗菌

素中间体活性酯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 

公司生产的头孢侧链中间体下游主要用于合成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头孢呋辛、头孢他啶、头孢克肟等全球用量较大的

头孢类抗生素。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较为完善的安全、环保、质量、设备、能源运营管控体系，构建了国内领先的氯化、氧化、硝化、

加氢、杂环、生物发酵+酶催化、结晶、深冷高压等特色和绿色合成技术，开展了CMO相关业务，有望成为公司未来新的增长

点。 

2、原料药板块 

（1）生物特色原料药 

子公司金城生物生产的生物特色原料药主要包括谷胱甘肽、腺苷蛋氨酸、吡咯喹啉醌(即PQQ)等，这几种产品能够提高

人体抗氧化能力，对于肝脏具有保护作用。 

谷胱甘肽在医药、食品、动植物健康及其它行业具有重要且广泛用途与前景。目前谷胱甘肽原料药在国内主要用于谷胱

甘肽制剂、医疗美容和日用消费保健品的生产，在国外主要作为食品添加剂、植物健康及美容保健类产品的生产。 

公司腺苷蛋氨酸产品主要有两种盐：对甲苯磺酸腺苷蛋氨酸主要用于保健品，功效主要是缓解关节疼痛和改善情绪；丁

二磺酸腺苷蛋氨酸用于药品，治疗肝脏疾病。目前公司主要出口保健品级别的对甲苯磺酸腺苷蛋氨酸，主要市场为北美、印

度、南美和欧洲等地区；药品级丁二磺酸盐市场主要在欧洲、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2）化学原料药 

除前述生物原料药外，公司还设有金城泰尔沧州分公司和昆仑药业两个化学原料药生产平台。2020年初公司设立原料药

子公司山东金城昆仑药业有限公司，2020年6月获得了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昆仑药业主要从事

基础化学原料、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化学药品制剂、制剂用辅料及其附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主要产品为泊沙康

唑、托法替布等。金城泰尔沧州分公司主要生产匹多莫德、氯喹那多、硝呋太尔等原料药，并开工建设了氯诺昔康、激素类

等原料药生产线。 

3、制剂板块 

公司拥有三个药物制剂生产基地，建有胶囊、片剂、乳膏、颗粒/干混悬剂、无菌粉针等药物制剂生产线。公司注射用

粉针制剂主要包括头孢唑林钠、头孢曲松钠、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头孢硫脒等产品。公司同时还拥有片剂、胶囊、软胶囊、

喷雾剂、乳膏剂等多种剂型的妇科、儿科以及口服抗生素制剂产品，主要包括硝呋太尔制霉素阴道软胶囊、硝呋太尔胶囊、

富马酸比索洛尔胶囊、氯喹那多普罗雌烯阴道片等。另外，公司还拥有两个谷胱甘肽保健品批文，目前已在国内市场销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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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5,275,153,179.53 5,000,113,119.10 5.50% 5,592,390,58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94,465,354.19 3,437,981,008.87 -1.27% 4,064,167,519.7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138,454,280.12 2,961,935,834.22 5.96% 2,794,819,33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984,095.16 -488,844,750.60 122.09% 203,285,1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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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263,551.28 -501,153,411.97 119.01% 64,621,883.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7,185,450.34 546,126,321.60 -19.95% 577,983,378.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1.26 122.22%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1.26 122.22%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 -13.03% 16.20% 5.4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08,977,257.17 686,195,295.89 800,352,256.80 1,042,929,47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55,115.49 42,150,236.14 27,334,089.51 -12,355,34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99,938.16 33,754,244.35 16,863,703.00 4,145,66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44,592.39 60,751,959.94 164,316,780.44 204,972,117.5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8,48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34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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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8% 78,552,154 0 质押 22,309,799 

北京锦圣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3% 17,923,962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五组

合 

其他 2.84% 11,000,000 0   

赵鸿富 境内自然人 2.50% 9,676,000 7,2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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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9,535,792 0   

中国工商银

行－广发稳
其他 2.32% 9,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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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赵叶青 境内自然人 1.87% 7,227,500 5,420,625   

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 7,033,446 0   

彭国华 境内自然人 1.64% 6,362,000 0   

青岛富和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 6,2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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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叶青均为金城实业股东、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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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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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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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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