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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3                           证券简称：兴齐眼药                           公告编号：2021-067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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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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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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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2,332,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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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齐眼药 股票代码 30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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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少尧 王朔 

办公地址 沈阳市浑南区泗水街 55 号 A 座 2 层 沈阳市浑南区泗水街 55 号 A 座 2 层 

电话 024-82562350 024-82562350 

电子信箱 stock@sinqi.com stock@sinqi.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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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2,364,536.98 236,806,949.82 9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138,288.36 15,314,817.56 42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2,099,519.99 14,666,022.60 459.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560,572.90 15,515,061.50 412.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9 0.19 42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9 0.19 42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0% 2.71%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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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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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038,189.59 965,701,210.74 1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0,685,947.34 682,188,558.91 11.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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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东 境内自然人 30.57% 25,175,500 18,881,625   

桐实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5.43% 4,469,587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3.22% 2,652,871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4% 2,093,026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六零二

一组合 

其他 2.52% 2,074,539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低碳新

经济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0% 1,565,472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博

时医疗保健行

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4% 1,107,500 0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1% 1,08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新动力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0% 1,072,658 0   

高峨 境内自然人 1.29% 1,063,000 797,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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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未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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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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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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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换届选举事宜 

2021年1月7日，公司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

选举暨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等议案，选举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及监事会成员。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1月7日披露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及《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2、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进展 

2021年4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沈阳兴齐眼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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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3、公司药品研发情况 

（1）公司申报的贝美前列素滴眼液、玻璃酸钠滴眼液、左氧氟沙星滴眼液、硫酸阿托品滴眼液、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

分别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注册受理通知书，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申报的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药品批准文号为：国

药准字 H2021326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3）公司申报的硫酸阿托品滴眼液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

2021LP01009、2021LP01008），同意公司开展临床试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硫酸阿托品滴眼液

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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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股东减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2021年1月6日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2021-004 

2021年1月8日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2021-011 

2021年2月18日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2021-016 

2021年4月21日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1%的公告 2021-037 

2021年4月28日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1%的公告 2021-044 

2021年4月30日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1%的公告 2021-045 

2021年5月17日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2021-049 

2021年5月17日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2021-050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