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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2-064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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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济药业 股票代码 00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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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彬先生 吴爱珍女士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穴市大金镇梅武路 100 号 湖北省武穴市大金镇梅武路 100 号 

电话 17371575571（座机） 17371575571（座机） 

电子信箱 gjyystock@163.com gjyystock@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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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876,336.07 323,308,914.09 5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696,168.47 59,719,564.69 -5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3,086,836.87 33,173,669.00 -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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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598,814.46 47,812,008.22 -130.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3 0.1736 -59.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16 0.1736 -58.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4.27%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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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898,530.61 2,048,896,426.54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0,152,914.16 1,462,474,772.88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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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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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84% 87,592,065 37,539,103   

武汉信用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1% 14,855,015    

盛稷股权投资基

金（上海）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5% 8,998,388  质押 8,998,388 

张国明 
境内自然

人 
1.01% 3,576,603    

金业军 
境内自然

人 
0.71% 2,519,585    

#吴爱德 
境内自然

人 
0.69% 2,430,000    

钱建平 
境内自然

人 
0.47% 1,673,760    

建信（北京）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6% 1,605,213    

钮虹 
境内自然

人 
0.45% 1,571,182    

#张少光 
境内自然

人 
0.41% 1,44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长江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九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东吴爱德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2,430,000股，合计持有有 2,430,000股；公司股东张少光通过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20,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324,000股，合计持有 1,444,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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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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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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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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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省政府国资委关于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鄂国资考【2021】69 号），原则同意广济药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2022 年 2 月 17 日为授予日，以 3.52 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118 名激励对象授予 864.9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对授予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授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信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

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2022 年 3 月 29 日，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2022 年 2 月，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的通知函，经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其名称由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变更为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何大春变更为周锋，其他工商信息不变，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名称

及相关工商登记事项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

构成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告。 

  为实现公司“原料药+制剂”两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在销售和研发两端发力，形成研发、生产、销售的良性循环。公

司拟“混改”方式引进研发团队，与武汉同泰启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成立控股子公司，本次

投资将有利于实现广济药业“原料药+制剂”两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弥补公司制剂研发能力不足，建立高质量产品

开发平台，加快产品开发，有利于与研发团队形成利益共同体，激发研发活力，为公司创造价值。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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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完成工商登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在

2022 年 5 月份完成了权益分派，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352,648,93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6 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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