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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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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2、董事包建华、董事程荣武、董事许春霞、独立董事刘洪、独立董事李燕、独立董事符

念平均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董事王莺妹、董事喻文军、董事关辉因工作原因未能亲

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董事王莺妹委托独立董事刘洪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喻

文军委托董事包建华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关辉委托独立董事李燕代为出席会议并

行使表决权。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

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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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2,310,250 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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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98-2699928  

电话 0798-2699929  

电子信箱 stock@fushin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产品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以特色抗菌原料药及其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为主业，主要包括舒巴坦系列、他唑巴坦系列的β-内酰胺酶抑制剂原料药及中间体，以

及碳青霉烯类抗菌原料药及中间体等两大系列产品。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产品具体如下： 

类别 产品系列 主要产品名称 

β-内酰胺酶抑制剂及 

相关产品 

舒巴坦系列 舒巴坦、托西酸舒他西林 

他唑巴坦系列 他唑巴坦、二苯甲酮腙 

碳青霉烯类产品 培南系列 美罗培南粗品、培南母核、培南侧链 

1）β-内酰胺酶抑制剂原料药 

β-内酰胺类酶抑制剂主要用于与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制成复方制剂，从而解决致病菌对

该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问题。 

公司是全球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主流供应商。 

2）碳青霉烯类抗菌原料药及中间体 

碳青霉烯抗菌药物，也称培南类抗菌药物，属于非典型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是迄今为

止抗菌谱较广、抗菌活性很强的抗菌药物，因其具有对β-内酰胺酶稳定等特点，已经成为治



疗严重细菌感染最主要的抗菌药物之一。 

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起始原料到下游原料药全产业链布局的碳青霉烯类培南系列产

品生产商。 

2、行业发展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的主要产品β-内酰胺酶抑制剂以及碳青霉烯类药物均属于抗生素行业范畴。抗生素

是现代医药领域当中的常青树，具有刚性需求的特性。全球范围内，在所有药品的销售和使

用排名当中，抗生素历年都高居榜首。国内的抗感染类药品的销售约占全部药品销售的17%，

远远高于其他药品的销售额，而其中抗生素贡献了大部分的销售额。以医院和零售终端数据

样本统计，2012年我国抗生素制剂用药金额为1,157.51亿元，2016年已上升至1,831亿元，增

长58.18%。 

在抗生素行业保持增长的背后，其增长的驱动因素发生了质变。近年来，抗生素细菌耐

药性问题愈发严重，开始威胁到了抗生素药物的基本疗效，并且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性问

题。在2016年召开的杭州G20会议上，抗生素细菌耐药性问题已经被提到讨论日程之上。如

何对抗耐药性问题，这是目前行业最大的挑战，同时也是行业最大的机遇。提供耐药性问题

解决方案，将成为引领抗生素行业发展的新的驱动因素。 

提供耐药性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只有两个路径：一是开发新的抗生素，二是老品种升

级。受医药市场研发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具备新药研发实力的公司对于抗生素新药的

研发缺乏足够的动力，致使抗生素使用领域品种青黄不接，且无改善迹象。因此，提升老品

种就成为现实的做法。 

细菌耐药性机理具有多样性，解决手段各异，但是已被证明的成熟和有效的方法，只有β-

内酰胺结构抗生素的复方制剂的方式。市场数据证明，主要的β-内酰胺结构抗生素制剂的销

售增长，远高于行业平均增速。目前市场上最大的复方抗生素品种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哌

拉西林舒巴坦、头孢哌酮他唑巴坦，以及头孢哌酮舒巴坦，2017年国内的销售额相比2012年，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增长了46.0%，哌拉西林舒巴坦增长了5.6%，头孢哌酮他唑巴坦增长了

54.8%，头孢哌酮舒巴坦增长了96.5%。而同期青霉素和头孢类药物总体增长为28.8%和12.5%。

不难看出，除哌拉西林舒巴坦之外，其他几个品种的增长都远超行业总体水平。 

在较新一代抗生素当中，培南类药品仍然是拉动产业发展的重点品种。2014年至2016年，

培南类药品在国内的市场增速年均超过了20%，作为最大的品种美罗培南的增速约为23%，

而一些较小的品种，如比阿培南、厄他培南，以及法罗培南的增速，都超过或接近30%，未

来培南类药品有成为一线抗生素用药的可能。 

综上所述，β内酰胺类复方抗生素和培南类等新型抗生素以其快速的市场增长，成为拉动



整个抗生素行业发展的主要力量。该领域的发展不同于周期性的大宗原料药产业，是较为典

型的基于需求拉动的成长性行业。 

公司目前为他唑巴坦和舒巴坦等β -内酰胺酶抑制剂原料药的全球主要供应商之一，同时

也是包括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等碳青霉烯类药物原料的重要供应商。经过多年的专注经营，

公司的销售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各项盈利指标均处行业领先水平。未来，公司将顺应行

业发展潮流，立足已有优势，不断拓展产业链环节，致力于成为抗生素细菌耐药性问题解决

方案的专业提供商。 

获益于此，公司同时通过多年的深耕，多个产品在业内已处于重要地位。公司通过多年

的摸索，有机结合人员、设备、工艺等生产要素，有效提高产品收率，确保产品质量，减少

环保压力，达成良性经济效益，为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开拓优质市场、稳步做大做强业绩，

夯实了基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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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元） 958,150,476.04 763,686,934.97 25.46% 579,743,06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7550392.49 173,909,446.71 2.09% 93,601,76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6,937,949.1 159,071,237.26 4.95% 91,585,30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10,723,307.76 188,534,194.50 11.77% 74,008,650.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3 1.61 1.24% 1.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8 1.58 0.00% 1.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3% 25.94% -4.81% 29.6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元） 1,789,407,728.19 1,398,366,733.27 27.96% 1,009,658,55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36873593.32 756,018,261.82 23.92% 596,213,659.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0,696,463.93 243,808,298.45 229,049,737.82 254,595,97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749,691.03 50,361,697.57 38,338,222.67 38,100,78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241,414.22 44,667,165.62 36,258,796.13 35,770,57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613,475.60 54,637,413.27 58,193,711.55 57,278,707.34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18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46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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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2,700 

浙江永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76% 10,966,700 0   

喻文军 境内自然人 5.12% 5,750,000 5,737,500 质押 3,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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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5,000 

陈斌 境内自然人 1.16% 1,308,000    

包旦红 境内自然人 1.02% 1,147,500 1,147,500 质押 600,000 

李勃 境内自然人 0.52% 585,000    

丁京歌 境内自然人 0.40% 453,099    

柯喜丽 境内自然人 0.34% 382,500 382,500   

欧阳少红 境内自然人 0.28%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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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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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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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强

劲动力，但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风潮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的威胁持续存在。 

继党的十九大之后十三届全国人大顺利召开，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壮大节能环保产业”

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和抉择，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一步指明了绿

水青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2017年，公司外部经营环境错综复杂，环保标准提升，监管严厉；化工原料大幅涨价，

尤其以6APA为代表的公司主要原料，同比2016年市场价格最高增幅超90%；人民币持续升值，

增加公司汇兑损失。从公司内部来看，实施股权激励所产生的摊销成本在2017年达到峰值；

公司所获政府补助较2016年大幅度下降。 

面对内外部出现的上述各种挑战，公司迎难而上，按照年初既定目标，积极开展内涵式



发展和外延式并购，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强化工艺改进，精心安排购销，合理调度生产，持

续加大环保和安全生产投入，实现了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95,815.05万元，同比增长25.46%；营业利润19,758.52万元,同比增长5.01%；净利润17,755.04

万元，同比增长2.09%；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净利润16,693.79万元，同比增长4.95%。 

2017年，公司主要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围绕预算目标，提高管理水平，回报股东  

公司依托实际科学制定年度经营目标。2017年，公司继续坚持以销售为龙头，加强产销

衔接，强化费用管理，所有费用控制在合理、较低水平，圆满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 

在保持业绩平稳增长的同时，公司继续推行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回报股东。 

2017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1,203.72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将

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并于2017年6月14日实施了该方案。 

2、高度重视EHS工作，持续加大环保安全投入 

安全生产是企业生产红线。公司一向注重EHS工作，在不断扩充、完善自身EHS管理团

队的同时，积极寻求外界专业团队补充自身短板，继2016年4月引进专业服务商杜邦（中国）

研发管理有限公司以提升公司安全管理能力之后，公司相继与环保专业机构及南昌大学等院

校深入合作，用最新的理念和科学技术，进行环保治理。 

3、审慎推进项目建设，实现全产业链布局 

3.1公司上市之后，宏观经济环境及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国家安全环保政策标准

不断提升，对原料药制造企业和新上原料药项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不断提升的法

规和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切实保护公司股东利益，公司通过优化工艺，进一步完善“高品

质他唑巴坦建设项目”的安全、环保设施等配套方案，经过审慎研究论证，2017年12月25日，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高品质他唑巴坦建设项目”进行延期，项目建设期延期

至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 

3.2 2017年7月12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收购富祥（大连）

70%股份并向其增资，将公司的生产基地拓展至5个。该子公司的加入，标志着公司正式试水

制剂领域。 

公司控股富祥（大连）之后，积极推进正在申报产品的注册工作，去年年底之前已完成



了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剂发补研究工作，报送CDE；正在进行二甲双胍缓释片（II）的药学

再评价研究，预计今年下半年进行生物等效性研究；阿加曲班注射液正在进行发补研究。 

一直以来，公司以特色抗菌原料药及其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业。此次收购，

依托富祥（大连）药品制剂许可和新版GMP资质，开始进入药品制剂业务。这是公司向医药

制剂领域的产业延伸，是公司扩展产业链、完善产业规划布局的重要起点，公司将以此为契

机，打造医药全产业链。 

4、加强质量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聚焦主业经营，持续加强经营管理。以销售为龙头，以质量为根本，

以客户需求为目标，多方挖潜，提升业绩。 

2017年，公司通过新版药品GMP续认证，成功完成33次包括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明治制果

株式会社、联邦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国内外制剂客户现场审计，子公

司如益科技成功接受8次客户审计，富祥（大连）通过GMP飞行检查。 

5、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业化水平 

2017年，公司研发投入总额为4,350.88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4.54%，占比同比上升0.49%。

公司于2017年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续认证，全资子公司如益科技首次获评为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始终坚持“研发一代、上市一代、储备一代”的新产品开发策略，按时完成哌拉西林等原

料药发补研究；同时持续改进现有产品技术，打通部分产品的工艺研究，截至目前，已获授

权专利21项，正在申请已受理专利6项。 

6、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百年大计，人才为本，人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一直以来，公司因地理位置原因，

人才招徕受限。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调整薪酬政策，并注重提供配套措施，加大对优秀、高

端人才的吸引。 

公司在上市伊始就积极推进股权激励工作，继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工作于2016年7月15

日完成登记上市之后，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也于2017年顺利实施，向12名激励对

象共计授予限制性股票30万股，该部分股票于2017年6月30日完成登记上市。 

至此，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经实施完毕。激励对象涵盖了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人员共计209人，激励对象人数多，覆盖面广，每个激励对象

获授股份数量科学合理，设置的解锁条件符合公司长期发展目标，有效建立、健全了公司长

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及核心团队成员的积极性； 

同时，积极加大公司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再学习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共组织安排内部培



训63场，累计达2,688人次；外部培训17场，累计达116人次，各类培训总计达6,300课时。有

效提升了公司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7、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积极开展并购 

2017年8月31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参与设立富祥物明产

业并购基金，该并购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为深圳物明，是一家专注于生命健康产业深度投资的

专业机构，基金规模6亿元，目前已部分完成融资工作。此次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公司将借助

专业机构寻找和公司未来发展布局相契合的投资标的，并建立合作关系。并购基金的运作，

可以降低公司并购项目前期的决策风险、财务风险，减少并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并购

效率，降低投资风险，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该并购基金于2017年12月4日完成了对江苏海阔生物医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收购。江苏

海阔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用发酵工艺生产高品质原料药，弥补了公司只有化学合成生

产原料药的短板，其主要产品林可霉素和万古霉素，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将是公司在医药

产业的战略发展布局上的有力补充。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医药制造业 958,150,476.04 592,161,789.25 38.20% 25.46% 35.44% -4.55% 

原料药 485,310,814.55 235,016,770.09 51.57% 46.62% 61.04% -4.34% 

中间体 472,839,661.49 357,145,019.16 24.47% 9.28% 22.62% -8.21% 

国内销售 637,327,647.29 373,593,901.38 41.38% 49.26% 47.06% 0.88% 

国外销售 320,822,828.75 218,567,887.87 31.87% -4.72% 19.33% -13.7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

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

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以上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

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上年、本期金额分别

172,520,230.61元、174,476,731.50元；列示终

止经营损益上年、本期金额全部0.0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

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其他收益：1,708,949.68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

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

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本期营业外收入减少541.33元，重分类至资产

处置收益。 



（4）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

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

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上期营业外支出减少375,026.00元，重分类至

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营业外支出减少

49,809.13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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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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