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成都苑

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苑东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以及《科创板

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负责苑东生物上市后的持续督

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
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
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
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
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苑东生物签订《保荐协
议》，已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

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及不定期
回访等方式了解苑东生物业务经营情
况，对苑东生物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苑东生物在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期间

未发生按相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

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
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
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苑东生物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内未发生

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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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本持续督导间，保荐机构督导苑东

生物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

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
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苑东生物进一步完善公

司的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
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
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
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和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促苑东生物进一步完善公

司的内控制度并规范运行 

9 

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
充分的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苑东生物进一步完善信

息披露制度并严格执行，审阅其信息

披露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
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
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
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
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
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保荐机构对苑东生物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事前或事后的及时审阅，不存在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成
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苑东生物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述事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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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持续关注上述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苑东生物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告，及时针对
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
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
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经保荐机构核

查，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情况 

14 

发行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
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涉嫌违法《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
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
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
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
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
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苑东生物未发生

前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

计划，并明确了具体的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述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知
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
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
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
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海证券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苑东生物不存在

前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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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苑东生物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研发创新失败风险 

药品创新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的特点，每一个环节都有

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尤其是 II、III 期临床试验。公司以产品为主导，近几

年坚持投入销售额 16%以上的研发资金用于创新药研发、抢仿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等，随着国家审评和监管的政策不断出台，对药物研发各阶段的要求不断提高，有

可能加大研发创新失败或者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因此，公司不断健全研发创新体

系和优化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研发全流程评估，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积极应对，持

续提高研发效率。 

2、核心人才不足或者流失风险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和业务的拓展，对高端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并且

近年来高端专业人才创业的意向较强，可能导致人才的配置满足不了企业发展速度

的风险。此外，目前医药企业间技术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虽然公司制定了富有竞

争力的人员薪酬体系，并通过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加人员的归属感，但仍不能排除核

心人员流失的风险。 

（二）经营风险 

1、国家带量采购和医保支付调整带来的风险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优化，国家带量采购、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和

DRG/DIP 支付方式等药品支付端政策的不断出台和落地，公司部分产品面临价格下

调的风险。公司伊班膦酸钠注射液、枸橼酸咖啡因注射液等 5 个产品纳入第七批国

家带量采购目录，如果产品不中标或中标价格过低，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负

面影响。基于此，公司持续推出新产品上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提高在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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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力，降低国家带量采购和医保支付调整带来的风险。 

2、药品质量控制风险 

药品质量是制药企业的核心，直接关系生命健康。但药品生产流程长、工艺复

杂等特殊性使公司产品质量受较多因素影响。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存储和运输等

过程若出现差错，均可能使产品发生物理、化学等变化，从而影响产品质量，甚至

导致医疗事故。如果未来公司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声誉造成不

利影响。 

3、环境保护风险与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的医药制造业务中，在研发和生产过中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或其他污

染物，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带来损失。另外，由于公司生产的产品种类较多，生产工序复杂，因此存在因操作

不当、保管不当等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风险。公司已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一系

列药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以及加强对员工安全培训的制度，但仍不能排除未来发生

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三）行业风险 

1、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医药产品是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特殊消费品，基于此，医药是一个受

监管程度比较高的行业。近年来，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药

行业政策密集发布，对医药行业的市场供求关系、企业的经营模式、产品技术研

发及药品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

和 DRG/DIP 付费等系列政策对仿制药的产品布局、产品质量和成本管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则要求创新

药的研发进行升级，真正做到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者受益为核心，减少开发

的同质化和资源的浪费，对国内目前以跟随为主的创新药研发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如公司不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带来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政

策的变化，将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技术迭代风险 

创新药研发周期长，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可能耗费 10 年以上的时间，期间疾

病机理、制药技术方面的研究在不断的进步，尤其是新一代生物技术发展日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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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断的迭代优化。创新药研发是全球性竞争，若国际多家制药企业在研同类

新药取得突破性进展，或上市更有竞争优势的新药，公司在研的新药将面临竞争

力下降或不能被市场接受的风险，将会影响公司收入，对公司盈利和发展产生不

利影响。 

（四）宏观环境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加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同时极大的改变了全球供

应链格局，对医药行业的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对公司经营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之一集中体现在“对科技制高点的竞争”，尤其是在信

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对公司国际化业务和产品、技术引进等可能造成

一定的不利影响。 

（五）政府补助政策变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计入损益的各种政府补助收入为 7,089.75 万元，占公司利润

总额的比重为 28.71%。若未来政府补助政策发生变动或公司不能满足补助政策

的要求，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1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22,935,588.00 921,918,474.02 1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427,615.00 178,161,834.51 3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066,946.72 112,814,301.35 2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596,571.14 156,524,544.27 -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91,664,728.59 2,095,247,258.95 9.37 

总资产 2,775,266,484.41 2,530,857,158.85 9.66 

 

2021 年，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4 1.78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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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4 1.78 8.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1.14 1.13 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3 14.94 减少 4.3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6.27 9.46 减少 3.19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0.41 16.69 增加 3.72 个百分点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42.7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0.46%，主要系：  

（1）公司富马酸比索洛尔片、依托考昔片等主要产品和达比加群酯胶囊、

帕立骨化醇注射液等新上市产品销售增长；（2）公司政府补助和利用闲置资金理

财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增加；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研发技术和体系优势 

经过公司多年的发展，公司打造了一支 300 余人的研发团队，建立国家级的企

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同时在上海成立了生物药子公司，加强新一代生

物技术的创新布局。近年来，公司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 项，承担国家重大新药

创制专项 5 项，形成了药物晶型集成创新与产业化技术、创新药物结构设计合成及

评价集成技术、缓控释及迟释技术、制备工艺设计与精益控制技术等 5 大类核心技

术，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公司从组织架构、管控体系、外部合作研发机制、技术人员培养与激励机制等

多方面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形成了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和文化。同时公司近几

年坚持每年投入销售额 16%以上的研发资金，从硬件、软件和人才等多方面为公司

持续创新提供保障。 

（二）在研产品储备优势 

公司持续保持高研发投入，以临床价值为导向，注重研发进度和差异化，在细

分领域内快速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已布局丰富在研管线，构建了良性的产品

迭代能力，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期末，公司在研项目 50 余个，创新药项目占

比达 20%，其中自主研发化学 1 类新药 1 个已进入 III 期临床试验、1 个已完成 I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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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1 个生物 1 类新药已进入 I期临床试验。 

公司在麻醉镇痛、心血管、抗肿瘤、糖尿病和儿童用药五大重点领域，布局了

丰富的在研管线，麻醉镇痛领域是公司重点打造的产品管线，公司基于对麻醉镇痛

领域疾病机理的深入研究，按照“全细分领域、全作用机制、全镇痛模式、全业务

领域”策略构建公司在麻醉镇痛领域有竞争力的产品管线。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已

上市麻醉镇痛及相关领域产品 9 个，在研 20 余个，逐步树立苑东麻醉镇痛品牌。 

（三）原料与制剂一体化产业链优势 

公司建立了化学原料药与制剂一体化产业链，得益于此，公司多个化学制剂产

品的原料药实现自主供应，有利于公司制剂产品的成本控制，保持质量稳定、供货

稳定以及研发速度提升。近年来，随着一致性评价、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关联审评

等政策出台，原料药在产业链中的重要性提升，公司的原料药与制剂一体化产业链

优势突显。同时，基于公司建立起特色原料药的研发平台技术以及积累的国内外客

户，公司已在产业链上战略性拓展 CMO/CDMO 业务，并不断加大投入提升盈利能

力，现已具备较强的产业链整合和拓展能力。 

（四）国际质量标准的研发及产业化平台优势 

公司建立了从药物研发到商业化生产的完整质量管理体系，实现无缝衔接并严

格执行，在药品规模化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公司原料

药工厂已完成美国 FDA 和欧盟 EMA 认证，10 个原料药已出口主流国际市场。公司

制剂研发与生产基地按照中国新版 GMP、美国及欧盟 cGMP 标准设计和建设。同时，

公司成立药物警戒部，全面建立了药物警戒工作体系，对药品从研发到上市后全生

命周期进行不良反应监测和报告。 

（五）核心团队及人才优势 

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在医药行业均有超过 20 年的管理经验，具有丰富的研发、生

产、市场、管理经验，对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有较强的把握能力。公司建立了

一支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的研发团队，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365 人，其

中硕博人才 150 人，国家及省市人才计划专家及成都市特聘专家 8 人，核心技术领

军科学家具有丰富国际 MNC 大型药企研发与管理任职经验，为公司持续创新和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9  

七、研发总体情况及研究进展 

（一）研发总体情况 

以研发创新驱动是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的发展战略，公司持续保持高比例研

发投入打造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支出 2.09 亿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 20.41%。公司新取得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达比加群酯胶囊等 3 个高端仿制

药生产批件，5 个产品一致性评价补充批件，累计提交制剂注册、原料药备案登记

16 个，新获得国内专利授权 10 个、国外专利授权 1 个。主要在研项目按计划推进并

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研究进展 

1、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主要研发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研发项目 
药（产）品

名称 
注册分类 

适应症或

功能主治 

是否处方

药 

研发（注册）所

处阶段 

EP-9001A 
EP-9001A 单

抗注射液 
生物药 1 类 麻醉镇痛 是 临床 I 期 

EP-0093I+EP-0093A / 化药 1 类 麻醉镇痛 是 临床前研究 

SH1202 

硫酸吗啡盐

酸纳曲酮缓

释胶囊 

化药 2 类 麻醉镇痛 是 临床试验 

EP-0009XR / 化药 2 类 麻醉镇痛 是 药学研究 

EP-0062I 
盐酸纳布啡

注射液 
化药 3 类 麻醉镇痛 是 已提交注册申请 

EP-0061I+EP-0061A 

酒石酸布托

啡诺注射液+

原料 

化药 3 类 麻醉镇痛 是 药学研究 

CX3002 
CX3002 片+原

料药 
化药 1 类 心血管 是 

I 期临床试验已

完成 

EP-0069I 

盐酸去氧肾

上腺素注射

液 

化药 3 类 心血管 是 已提交注册申请 

EP-0057I+EP-0057A / 化药 4 类 心血管 是 已提交注册申请 

CX1001 
优格列汀片+

原料药 
化药 1 类 糖尿病 是 III 临床试验中 

EP-0030P 
氨己烯酸散+

原料 
化药 3 类 儿童药 是 已提交注册申请 

EP-0021I 
布洛芬氨丁

三醇注射液 
化药 3 类 儿童药 是 临床阶段 

EP-0084I A＆I 
盐酸纳美芬

注射液+原料 
美国 ANDA 中枢神经 是 药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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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92A＆I 

盐酸尼卡地

平注射液+原

料 

美国 ANDA 心血管 是 药学研究 

2、报告期内呈交监管部门审批、通过审批的药（产）品情况: 

分类 产品名称 注册分类 功能主治/适应症 
进展

情况 

获批生

产日期 

1 
EP-9001A 注

射液 
生物药 1 类 用于治疗骨转移癌痛。 

批准

临床 
2021.09 

2 优格列汀片 补充申请 治疗 2 型糖尿病 
批准

临床 
2021.10 

3 
达比加群酯胶

囊 
化药 4 类 

预防存在以下一个或多个危险

因素的成人非瓣膜性房颤患者

(NVAF)的卒中和体循环栓塞

（SEE）： 

 先前曾有卒中、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或体循环栓塞 

 左心室射血分数<40% 

 伴有症状的心力衰竭，纽

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

级≥2 级 

 年龄≥75 岁 

 年龄≥65 岁，且伴有以下

任一疾病：糖尿病、冠心病或高血

压 

治疗急性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和/或肺栓塞（PE）以及

预防相关死亡。 

预防复发性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和/或肺栓塞（PE）以及

相关死亡。 

获批 2021.04 

4 奥氮平片 化药 4 类 
治疗精神分裂症；治疗中、重度躁

狂发作等 

获批

（补

充规

格） 

2021.04 

5 
富马酸丙酚替

诺福韦片 
化药 4 类 

治疗成人和青少年（年龄 12 岁及

以上，体重至少为 35kg）慢性乙

型肝炎 

获批 2021.04 

6 

瑞格列奈二甲

双胍片(Ⅰ)/

（II） 

化药 4 类 

本品配合饮食控制和运动，用于改

善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

制。 

获批 2021.10 

7 
甲磺酸达比加

群酯 
原料药 / 获批 2021.04 

8 替格瑞洛 原料药 / 获批 2021.08 

9 
富马酸丙酚替

诺福韦 
原料药 / 获批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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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盐酸法舒地尔

注射液 
一致性评价 

改善和预防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的

脑血管痉挛及随之引起的脑缺血症

状。 

获批 2021.01 

11 
枸橼酸咖啡因

注射液 
一致性评价 

用于治疗早产新生儿原发性呼吸暂

停。 
获批 2021.02 

12 
伊班膦酸钠注

射液 
一致性评价 

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用于治疗恶性肿瘤溶骨性骨转

移引起的骨痛； 

预防乳腺癌骨转移患者骨相关

事件的发生（包括病理性骨折、需

放疗或手术的骨并发症）； 

治疗伴有或不伴有骨转移的恶性肿

瘤引起的高钙血症。 

获批

补充

（一

致性

评价

的首

家） 

2021.03 

13 
盐酸纳洛酮注

射液 
一致性评价 阿片类受体拮抗药 

获批

（首

家） 

2021.08 

14 
帕里骨化醇注

射液 
一致性评价 

用于治疗接受血液透析的慢性肾功

能衰竭患者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

亢进。 

获批 2021.07 

3、报告期内主要研发项目取消或药（产）品未获得审批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注册分类 适应症/功能主治 申报企业 所处阶段 取消原因 

1 D0011 生物 1 类 
拟用于治疗某种

癌症 

苑东生

物 
终止 

近年来同靶点药物

市场竞争加剧，现

有数据相比竞争产

品没有显著优势，

出于市场原因考

虑，公司终止该项

目。 

2 D0025 化药 1 类 

神经病理性疼痛

和炎症性肠病引

起的腹痛 

苑东生

物 
终止 数据未达预期。 

3 

沙 库 巴 曲

缬 沙 坦 钙

钠片+原料

药 

化药 2 类 
血管紧张素受体

脑啡肽酶抑制剂 

苑东生

物 
终止 

因原研钠盐仿制品

申报企业较多，竞

争激烈，出于市场

原因考虑，公司终

止本项目。 

4 EP-0001C 化药 4 类 
抗肿瘤药和免疫

机能调节药 

苑东生

物 
终止 

因原研 2024 年 12

月到期的晶型专利

被无效，目前仿制

药申报企业超过 10

家，继续开发本项

目已无优势，出于

市场原因考虑，公

司终止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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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133,479.24 

减：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 9,091.18 

收到募集资金总额 124,388.06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10,669.29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 726.00 

减：支付不含税发行费用的金额 1,391.21 

减：直接投入募集项目的金额 58,064.23 

减：购买理财产品、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余额 31,400.00 

加：累计收回理财产品、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706.03 

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24,843.36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期末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

羊工业园支行 
51050142629500000543 5,437.99 

成都银行芳草支行 1001300000800290 1,674.46 

中信银行成都蜀汉支行 8111001013200676400 26.3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

沙西园支行 
22892301040012018 16.41 

中信银行成都迎宾大道支行 8111001013900674850 - 

中国银行天府新区华阳支行 117217817048 11,588.59 

中信银行成都蜀汉支行 8111001012400676405 116.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

新永丰路支行 
4402922019100206467 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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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荆支

行 
8111001012400779719 1,279.18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16727000001116 4,642.98 

合计 24,843.36 

 

（二）募集资金是否合规 

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

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持股情况 

1 王颖 董事长 

直接持有公司 4190.00 万股，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成都竹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

都菊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68.50 万

股。此外，通过中信证券苑东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6.65%

的份额。 

2 袁明旭 董事、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200 万股。此外，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

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27%的份

额。 

3 张大明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150.00 万股。此外，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45%的

份额。 

4 熊常健 董事、财务总监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20.00 万股。此外，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3%的份额。 

5 陈晓诗 离任董事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50.00 万股。此外，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36 %的份额。 



14  

6 赵晋 离任董事 - 

7 JIN LI 独立董事 - 

8 尚姝 独立董事 - 

9 方芳 独立董事 - 

10 朱家裕 监事会主席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5.00 万股。此外，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74%的份额。 

11 吴小燕 职工代表监事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20.00 万股。 

12 邓鹏飞 非职工代表监事 

通过成都竹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3.00 万股。此外，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0的份额。 

13 
HONG 

CHEN 
副总经理 

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23%的份额。 

14 
TIAN 

RONGLIN 
副总经理 

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23%的份额。 

15 陈增贵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150.00 万股。此外，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45%的

份额。 

16 关正品 副总经理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20.00 万股。此外，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8%的份额。 

17 宋兴尧 副总经理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40

万股。此外，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

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9%的份额。 

18 王武平 离任董事会秘书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榕苑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50.05 万股。此外，通

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0 的份额。 

19 耿鸿武 董事 - 

20 王逸鸥 董事会秘书 - 
 

注：中信证券苑东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持有苑东生物 300.90 万

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苑东生物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的公司股权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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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彭浏用  程  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