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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3                证券简称：迈克生物                公告编号：2022-059 

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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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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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生物 股票代码 30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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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炜 张文君 

电话 028-81731186 028-81731186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安和二路 8 号，

611730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安和二路 8 号，

611730 

电子信箱 zqb@maccura.com zqb@maccura.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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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81,810,340.82 1,960,373,333.89 -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5,770,027.70 531,681,926.41 -2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99,415,092.66 525,177,486.92 -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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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2,069,913.69 448,384,117.66 -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28 0.9563 -29.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28 0.9547 -29.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1% 13.22%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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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1,860,690.00 6,566,894,132.48 2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06,189,922.40 4,298,573,450.85 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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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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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勇 境内自然人 11.11% 68,062,301 51,046,726 质押 8,200,000 

王登明 境内自然人 7.43% 45,534,495 34,150,871   

郭雷 境外自然人 5.84% 35,774,906 35,774,906 质押 8,020,000 

刘启林 境内自然人 5.41% 33,127,360 24,845,520   

陈梅 境内自然人 4.26% 26,091,900 0 质押 15,180,000 

王传英 境内自然人 3.69% 22,571,562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2% 14,798,211 0   

中信里昂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1.27% 7,803,340 0   

济南江山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7,114,905 7,114,905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其他 1.16% 7,114,905 7,114,9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唐勇、王登明、刘启林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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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唐勇、王登明、刘启林 

变更日期 2022 年 0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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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部分股东一致行

动协议终止及重新签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3 月 29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唐勇、王登明、刘启林 

变更日期 2022 年 03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部分股东一致行

动协议终止及重新签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3 月 29 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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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

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关于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8）。 

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12 号）。 

2022 年 1 月，公司向 17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6,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 28.11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74,16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增值税）16,703,564.3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557,456,435.64 元。2022 年 1 月 25 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扣除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保荐承销费

15,741,600.00 元（含增值税）后的上述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人民币 1,558,418,400.00 元划转至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开

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核验，并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出具《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D10018 号）。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即将届满，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推选唐勇先生、王登明先生、

刘启林先生、吴明建先生、胥胜国先生、李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推选傅代国先生、梁开

成先生、廖振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监事会提名邹媛女士、

邓红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与会职工代表

经充分讨论和研究，选举王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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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监

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

董事，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其中 6 名非独立董事，3 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 名非职工代

表监事与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了第五届监事

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

举唐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邹媛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完成。 

（三）实际控制人变更 

2022 年 3 月 28 日，唐勇先生、王登明先生、郭雷先生、刘启林先生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各方一

致同意解除各方于 2009 年 2 月 18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同日，唐勇先生、王登明先生、刘启林先生于三位同意

继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并另行生签订了新的《一致行动协议》。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唐勇先生、王登明先生、郭雷先生、

刘启林先生四位变更为唐勇先生、王登明先生、刘启林先生三位，本次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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