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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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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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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祥股份 股票代码 3004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晓东  

办公地址 
景德镇市昌江区鱼丽工业区 2 号（鱼山与

丽阳交界处） 
 

电话 0798-2699929  

电子信箱 stock@fushi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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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4,504,762.38 363,562,301.78 3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111,388.60 86,418,526.88 1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4,908,579.84 76,312,611.44 2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5,250,888.97 91,813,102.21 3.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3 0.80 1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0 0.80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3% 13.4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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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967,513.89 1,398,366,733.27 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8,148,467.64 756,018,261.82 13.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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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包建华 境内自然人 33.78% 37,944,000 37,944,000 质押 11,622,700

浙江永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6% 12,090,000  

喻文军 境内自然人 5.12% 5,750,000 5,737,500 质押 4,677,500

景德镇市富祥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7% 5,355,000 5,355,000 质押 2,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南信

托•聚鑫 1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9% 1,450,074  

陈斌 境内自然人 1.15% 1,295,000  

包旦红 境内自然人 1.02% 1,147,500 1,147,500 质押 830,000

前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聚

富产品 

其他 0.62% 699,876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兴

业动力组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449,779  

柯喜丽 境内自然人 0.34% 382,500 38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包建华先生持有富祥投资 57.85%股权；包旦红女士为包建华先生的妹妹；柯喜丽女士

为包建华先生配偶的姐姐。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张志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2,300 股外，还通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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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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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

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1、外部经营环境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医药行业是关系到生命健康的重要行

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较小。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基础医疗的

全面普及，医药行业正面临着转型发展。 

为整顿生产秩序、提升药品质量和安全性，并兼顾有效控制医保费用支出，2015年以来

有关部门密集出台了药品招标、“两票制”、一致性评价以及工艺核查等政策。这些政策将重

塑整个行业的格局，对于从事原料药业务的企业，其影响也将非常深远。 

从国联研究发布的数据来看，2017年1-4月医药制造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123.80亿元，

同比增长11.20%，高于去年同期增速；实现利润总额976.00亿元，同比增长14.50%，低于去

年同期增速。 

从公司主营业务来看，《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

（以下简称“2017版药品目录”或“目录”）的发布，为公司未来数年的发展提供了方向：第一，

在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药物相关的部分，目录取消了舒巴坦单方、阿莫西林舒巴坦、氨苄西

林舒巴坦、哌拉西林舒巴坦的重症感染用药的限制，将会有效提升一线临床对于上述药物的

总需求；第二，在和碳青霉烯类药物相关的部分，目录增加了厄他培南，使得培南类药物的

总量变成了三种，这说明对于此类“超级抗生素”的临床应用正在走向成熟和普及。 

2、 公司行业地位 

目前公司为全球β-内酰胺酶抑制剂以及相关产品的主要供应商。在应用最广泛的舒巴坦、

他唑巴坦两种酶抑制剂的生产和销售方面，公司具备一定的优势，同时在新型酶抑制剂阿维

巴坦等产品方面，也做好了技术储备。 

公司也是国内碳青霉烯类产品的重要供应商。在业内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尤其在美

罗培南母核、亚胺培南母核等业务当中，拥有较强的实力。 

在上述业务领域，公司均已建立较为完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拥有较强的专业化

优势，正通过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提升质量控制，来寻求新的突破。 

3、 总体经营情况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积极有序地推动各项工作。上半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47,450.48 万元，同比增长 30.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11.14 万元，同比增长 17.0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达到了 24.37%。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主营业务，保持了较快的业绩增速，在原料药行业当中表现突出，

这主要得益于采取了有力的管理和经营措施，其中包括： 

1)技术驱动 

公司近几年的业绩提升，主要来源于对于现有工艺的不断打磨和提升， 使得生产效率不

断提高，质量控制不断完善，产品单耗持续降低。在这方面工艺研发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目前，公司已经在工艺的关键环节，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2017 年上半年，共有三项发明专

利获得授予，分别是：（1）4,4’-羰基二-1-乙基哌嗪-2,3-二酮的合成和纯化方法；（2）一种

减少恩曲他滨中间体 MGH 合成过程杂质的方法；（3）一种富马酸泰诺福韦酯中间体杂质的



合成方法。截止目前，公司已获授予发明专利 19 项、正在申请的有 9 项。2017 年 2 月，公

司 4AA 新技术开发与应用获得了江西省景德镇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除了不断完善已有产品的生产之外，公司还注重增加新产品的技术储备。在新产品的选

择方面，公司不断强化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品种优势，还将研发重点延伸到了抗病毒领域。

目前公司在研品种近十个，其中拉米夫定、A101、西他沙星和泰诺福韦酯等品种，先后完成

小试，正在或准备进入到中试阶段。这些品种的储备，将为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提供更多的

市场选择，开拓新业务领域，打造新的业绩增长点。 

2)市场导向 

公司继续积极开拓全球市场，并努力达到客户对于质量和供货等方面的要求。2017 年上

半年，公司接受了包括辉瑞和默克在内的 9 家国内外客户共 10 次现场审计，均获通过。 

3)GMP 认证 

2017 年 5 月，公司顺利通过了新版 GMP 的复审，认证范围为原料药（他唑巴坦（β-内

酰胺类）、托西酸舒他西林（青霉素类））。公司获得新版《药品 GMP 证书》之后，有利

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生产能力，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对公司未来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

用。 

4)加快新生产基地的建设 

子公司祥太新基地的建设有序进行，截至目前为止完成包括公用工程楼、丙类仓库、甲

类仓库、技术中心楼、生产车间，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12 个建筑单体，共计建筑面积 3 万 5

千平米。 

5)加速子公司生产基地改造 

江西如益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承担了公司主要产品的配套生产工作，其生产的培南

类产品的侧链，不仅满足了总部生产的需要，还向多个同业公司进行销售，为公司创造了效

益。 

今年上半年，江西如益实施了扩产改造，美罗培南侧链等产品的产量和生产效率均有不

同程度提升。 

6)已收购项目进展顺利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收购了潍坊奥通 70%股权。2017 年上半年，奥通在持续有序经营的

基础上，两项新产品收到了竣工环保验收报告，并完成试生产备案，一项新产品收到了环境

影响批复报告，并完成试生产备案。 

7)股权激励 

2017 年 5 月，公司完成了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工作，共向 12 名激励对

象授予了限制性股票 30 万股。至此，公司完成了上市后首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全部授予工作。 

和去年同期相比，公司在经营方面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其中由于市场行情的波动，报告期内公司采购的主要原辅料出现了价格上涨，因此给公

司造成了较大的成本消化压力； 



另外，在报告期内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公司出现汇兑损失 462.99 万元，而去年同期

汇兑收益达 150.91 万元；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491.9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786.23 万元；同

时公司上半年股权激励成本摊销为 1,042.23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728.15 万元。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公司报告期内利润增速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今年下半年，公司将在前期稳健经营的基础上，加强对于市场动态的跟踪，采取更加灵

活和积极的营销策略，同时不断深化成本控制和工艺改进，力争经营业绩更上一层楼，为投

资者创造更大的投资价值。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