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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3                             证券简称：金城医药                       公告编号：2022-069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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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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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33-5439432 0533-543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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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jcpc@300233.com jcpc@300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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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785,050.63 1,295,172,553.06 4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8,970,919.44 93,005,351.63 13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18,762,725.63 74,254,182.51 1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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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652,575.32 67,896,552.33 -123.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24 1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24 1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7% 2.68%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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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2,513,848.42 5,275,153,179.53 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52,551,615.30 3,394,465,354.19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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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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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8% 78,552,154.00 0.00 质押 22,309,799.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

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67% 14,200,000.00 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

合 
其他 3.59% 13,900,000.00 0.00   

彭国华 
境内自然

人 
2.87% 11,12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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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9,862,892.00 0.00   

赵鸿富 
境内自然

人 
2.50% 9,676,000.00 7,257,000.00   

赵叶青 
境内自然

人 
1.87% 7,227,500.00 5,420,625.00   

青岛富和投资有限公司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0% 6,209,000.00 0.00   

傅苗青 
境内自然

人 
1.58% 6,138,332.00 4,626,249.00 质押 4,232,999.00 

张学波 
境内自然

人 
1.01% 3,915,000.00 2,936,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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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叶青、张学

波、傅苗青为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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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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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00,000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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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0,000 股股票，合计持有 11,120,000 股股

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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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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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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期 临时公告索引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收到国家烟草专卖局

下发的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电子烟用烟碱生产企业）。 
2022-06-22 

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

子公司收到烟草专卖生

产企业许可证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2-062) 

2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收到国家烟草专卖局

下发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准予许可决定书。 
2022-06-14 

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

子公司收到烟草专卖许

可证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1) 

3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下发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本次克林霉素

磷酸酯注射液按照化学药品 3 类申报并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

价。 

2022-05-16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

司获得克林霉素磷酸酯

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2-

058) 

4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城素智药业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下发的关于头孢羟氨苄胶囊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的补充批件。 

2022-04-06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

司头孢羟氨苄胶囊通过

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

性评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7) 

5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裁杨修亮先生的书面辞职函，杨修亮先

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2022-03-29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

高管辞职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2-043) 

6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城泰尔制药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市药品监

督管理局关于匹多莫德制剂有关事宜的通知》（京药监发

[2022]41 号）及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五分局下发的《责令改

正通知书》（京药监五分药责改[2022]010001 号）。 

2022-03-16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

司收到《责令改正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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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刘新刚先生提交的辞职函，其申请辞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辞职后，刘新刚先生将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2022-03-09 

巨潮资讯网：关于董事

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9) 

8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金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原辅包登记信息”公示平台查询获悉，

其提交的“泊沙康唑”原料药注册申请通过了 CDE 审批。 

2022-02-14 

巨潮资讯网：关于泊沙

康唑原料药通过 CDE 审

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0) 

9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金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原辅包登记信息”公示平台查询获悉，

其提交的“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非无菌原料药注册申请通过了

CDE 审批。 

2022-02-09 

巨潮资讯网：关于丁二

磺酸腺苷蛋氨酸通过

CDE 审批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2-007) 

10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头孢他啶《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同意注射用头孢他啶增加 0.25g 规格的补充申请，核发药品批准

文号，并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2022-01-04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

司注射用头孢他啶获批

增加规格补充批件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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