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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7                证券简称：我武生物                公告编号：2022-037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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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武生物 股票代码 30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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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祯玮  

电话 021-64852611、0572-8350682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 333 号 40号楼 5

楼 
 

电子信箱 invest@wolwobio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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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904,224.75 347,604,830.93 1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1,081,280.59 147,316,566.21 2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54,035,008.92 132,813,880.84 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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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6,039,082.05 141,509,362.09 17.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58 0.2814 22.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58 0.2814 22.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1% 9.72%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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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305,678.90 1,931,961,023.89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11,921,679.68 1,736,067,935.33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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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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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我武管

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86% 203,454,131 0   

胡赓熙 
境内自然

人 
8.35% 43,698,370 40,612,777 质押 2,600,00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

医疗健康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4.90% 25,655,523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二组

合 

其他 3.89% 20,377,651 0   

全国社保基

金四零六组

合 

其他 3.18% 16,639,439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1% 10,529,406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五组

合 

其他 1.72% 9,000,000 0   

中国工商银

行－广发稳

健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3% 7,500,000 0   

陈健辉 
境内自然

人 
1.37% 7,194,691 5,396,018   

王立红 
境内自然

人 
1.26% 6,580,000 4,93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我武咨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胡赓熙、YANNI CHEN(陈燕霓)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陈健辉与实际控制人 YANNI CHEN(陈燕霓)为姐弟关系。 

3、除第一点、第二点所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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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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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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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 年 1 月，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的《受理通知书》，由公司提交注册的“葎草花粉点刺液”上市许可

申请获得正式受理。（公告编号 2022-001；http://www.szse.cn） 

2、2022 年 1 月，公司研发的“黄花蒿花粉变应原舌下滴剂”完成儿童鼻炎 III 期临床试验并获得儿童鼻炎 III 期临床试验总

结报告，同年 2 月 8 日，“黄花蒿花粉变应原舌下滴剂” 扩展儿童适应症人群的药品补充申请获得正式受理。（公告编号：

2022-002、2022-005；http://www.szse.cn） 

3、2022 年 3 月，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的《受理通知书》，由公司提交的“皮炎诊断贴剂 01 贴”药物临床试

验申请获得正式受理。（公告编号 2022-008；http://www.szse.cn） 

4、2022 年 4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我武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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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 号）到期自动失效。（公告编号 2022-009；http://www.szse.cn） 

5、2022 年 6 月，公司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下载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由公司提交的

“皮炎诊断贴剂 01 贴”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公告编号：2022-026；http://www.szse.cn） 

6、2022 年 6 月，公司披露《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总股本 523,584,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1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22 年 6 月 16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告编号：2022-027；

http://www.szse.cn）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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