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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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符念平、独立董事

张蕊、均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董事喻文军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委托董事包建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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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扣除该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2 元（含税），送红股 2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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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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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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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8-2699928 

电话 0798-2699929 0798-2699929 

电子信箱 stock@fushine.cn peng.y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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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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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163,433,590.29 958,150,476.04 21.42% 763,686,93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724,797.03 177,550,392.49 9.67% 173,909,44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111,290.53 166,937,949.10 15.68% 159,071,23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913,935.13 211,323,307.76 -16.76% 188,534,19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 0.81 8.64% 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8 0.81 8.64% 0.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8% 21.13% -2.25% 25.9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196,483,843.13 1,789,407,728.19 22.75% 1,398,366,73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6,216,860.63 936,873,593.32 19.14% 756,018,2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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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123,952.76 316,738,428.01 270,488,095.43 271,083,11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788,164.64 70,214,814.66 40,694,890.61 22,026,92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958,469.89 68,404,790.64 40,983,270.04 22,764,75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29,045.78 52,675,807.20 61,235,006.27 46,574,075.8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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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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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包建华 境内自然人 33.78% 75,888,000 56,916,000 质押 46,445,400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6% 17,441,000    

喻文军 境内自然人 5.12% 11,497,000 8,625,000 质押 2,800,000 

景德镇市富祥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7% 10,710,000  质押 6,000,000 

共青城东方榕富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耀华 2 号私募基

金 

其他 1.24% 2,780,100    

上海蕴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厚

德一号私募基金 
其他 1.09% 2,455,100    

包旦红 境内自然人 1.02% 2,295,000    

共青城东方榕富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威远 1 号私募基

金 

其他 1.01% 2,278,000    

陈斌 境内自然人 0.78% 1,752,700    

倪丰平 境内自然人 0.56% 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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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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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富祥转债 123020 2020 年 03 月 01 日 42,000 0.60%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富祥转债 123020 2021 年 03 月 01 日 42,000 0.80%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富祥转债 123020 2022 年 03 月 01 日 42,000 1.20%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富祥转债 123020 2023 年 03 月 01 日 42,000 1.50%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富祥转债 123020 2024 年 03 月 01 日 42,000 2.00%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富祥转债 123020 2025 年 03 月 01 日 42,000 3.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无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业经中诚信评级，根据中诚信出具的信评委函字

【2018】G498号《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富祥股份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 

 

注：公司应披露报告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对公司及公司债券作出的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7.79% 45.98% 1.8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9.07% 32.90% -3.83% 

利息保障倍数 10.44 14.13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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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原因，宏观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外部环境更加严峻。

虽然公司所处的行业并不包含在中美双方谈判的范围之内，但是资本市场融资形势的严峻，

汇率的波动，以及市场上化工原材料价格的较快上涨，仍然给公司的日常运营带来了一定困

扰。 

年中发生的长生生物事件，使全社会聚焦在了医药产业之上，行业监管更趋严格。年底，

国家有关部门启动了药品带量集中采购的试点工作，并取消了药品一致性评价的截止时间限

制，这必将导致行业的重新整合，并重塑制剂和原料药的产业格局，制剂-原料药一体化发展

的行业趋势呼之欲出。 

在这样的宏观和行业环境下，公司努力克服困难，踏实稳健经营，仍然取得了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21.42%，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9.67%的经营业绩。具体的工作总结如下： 

1、围绕预算目标开展工作 

公司依托生产经营实际，科学制订年度经营目标，积极发挥预算目标引领作用以及绩效

考核导向作用，促进公司提质增效升级。围绕预算目标，2018年公司运营指标良好，营收达

到预期目标，净利润保持良好增长，预算执行情况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为公司长远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2、按时完成募投项目建设，不断提升设备设施能级 

公司募投项目之一的“高品质他唑巴坦建设项目”，经公司优化工艺，完善安全、环保等

配套方案，悉心施工，2018年12月，公司按计划完成了该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达到了预定

的可使用状态。公司募投项目之一“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也于同期完成了竣工验收工作。

至此，公司上市募投项目均已完成了建设工作，为后期项目的投产运行创造了条件； 

经过周密筹划，2018年10月开始，公司投资约5000万元，在供应紧张的形势下，牺牲部

分产能，分步陆续对公司主要产品他唑巴坦、舒巴坦、哌拉西林及回收车间进行了升级改造，

改造后设备能级显著提升，作业环境大幅改善，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 

3、加快集团化体系建设，发挥子公司经营主体作用 

为落实公司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2018年8月，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富

祥（台州）生命科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生命科学仪器研发，医学研

究和试验发展，医药原料及中间体、生物化学制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研发、

销售，新药技术开发，技术进出口与货物进出口。 

至此，公司在辽宁、山东、江西等地拥有五家生产基地，在浙江拥有两家研发机构和一

家进出口公司，共计四家全资子公司和两家控股子公司。同时，积极与业内优质公司开展深

度合作，2018年6月，公司与浙江邦富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陈斌签署了《委托经营



协议》，为双方互惠互利、携手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公司集团化体系初现雏形，通过预算目标化管理、统筹资源、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各子

公司的主观能动性和专业优势，努力形成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的配套、互补和协同效应，为完

成公司的整体经营目标夯实基础； 

4、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回报股东  

公司一如既往的执行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与公司股东共享发展成果： 

4.1、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 

2018年5月11日，公司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12,310,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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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派发现金56,155,125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10股, 共计转增112,310,25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24,620,500股。并于2018

年7月2日实施完成了此分配工作； 

4.2、鉴于2018年股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公司股价未能正确体现公司的实际价值和经营

业绩。基于对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及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启动了回购公司股份事项。截止2019年3

月29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041,304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69,858,967.50元（含交易费用）。得到了公司各方投资者的一致好评。 

按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所需资金上限人民币2亿元（含）计，该方案完成了34.93%，目前公

司回购公司股份事项正在积极履行中。 

5、圆满完成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 

为提升在细分行业当中的竞争能力，公司依托自身产品优势，积极实施产业链延伸，启

动建设无菌药品平台，努力实现公司非无菌原料药产品向无菌原料药产品、原料药产品向制

剂产品的转型升级,经2018年10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18年10月26日

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以下

简称“可转债”）。 本次可转债发行规模不超过42,000万元（含42,000万元），用于 “新型酶抑

制剂扩产及产业链延伸项目”中的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8：1）无菌粉项目和 “环保设施

升级改造项目”两个项目。2018年12月25日，公司可转债事项申请获得证监会第十七届发行审

核委员会2018年第204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通过。 

公司已于2019年1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西富祥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68号），目前债券已经发



行完毕，并于2019年3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发行上市42,000万元（420万张），

存续起止日期为2019年3月1日至2025年3月1日。此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8,016,144.42元后，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411,983,855.58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9年3月8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ZF10054号《认购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审验

并已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此次可转债工作的圆满完成，是公司历经IPO上市后的又一重大融资举措，是对公司规范

运行、持续盈利及发展愿景的又一次试炼。标志着公司由一家新兴的上市公司向一家模式成

熟、制度完善、市场认可的上市公司的成功转变。 

6、有条不紊开展日常工作 

6.1、及时完成股份管理工作 

2018年5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据此，经监管机构审核后，上

述股份于2018年5月25日完成了解锁上市流通工作； 

2018年12月24日，公司首发限售股股东包建华等4名股东的所持股份完成解除限售及上市

流通工作，此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89,65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92%；至此，公司首

发限售股全部解禁。 

6.2、积极完成董事会日常工作 

2018年，公司多方举措齐头并进，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有效管理及齐心合力主导下，

公司共组织召开了十次董事会。分别是： 

序号 
会议召开

日期 
会议名称 主要议案 

1 
2018年4月

19日 

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2017年度审计报告》、《2017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2017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报告》、《关于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 
2018年4月

24日 

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3 
2018年5月

16日 

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



次会议 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4 
2018年6月

11日 

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委托经营协议>的议案》。 

5 
2018年7月

30日 

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和《2018年上半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6 
2018年7月

25日 

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和《关于召开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7 
2018年8月

24日 

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设立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和《关于聘

任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8 
2018年10

月10日 

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最

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修订<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和《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9 
2018年10

月26日 

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召开

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0 
2018年11

月10日 

2018年第二

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

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

议案》、《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和《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8年，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会议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召开

日期 
会议名称 主要议案 

1 
2018年4

月19 

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 
2018年4

月24日 

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3 
2018年7

月30日 

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8年上半年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8年上半年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4 
2018年10

月29日 

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5 
2018年8

月24日 

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6 
2018年11

月10日 

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刘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 

理的议案》 

7 
2018年4

月19日 

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8 
2018年5

月16日 

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2018年，公司主要在研产品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用途 进展情况 近期拟达到的目标 

1 泰诺福韦酯 原料药 抗病毒 中试准备 完成中试 

2 西他沙星 原料药 广谱喹诺酮类抗菌药 完成中试 质量研究，注册申报 

3 恩曲他滨 原料药 抗病毒 完成小试 完成中试前准备 

4 依法韦仑 原料药 抗病毒 小试阶段 完成小试 

5 1800 原料药 降血脂 完成小试 完成中试前准备 

6 1801 原料药 
用于治疗细菌性痢疾和

肠胃炎 
完成小试 完成中试前准备 

7 1901 原料药、制剂 
口服碳青霉烯类新广谱

抗生素 
小试阶段 完成小试、启动制剂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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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433,590.29 730,017,761.28 37.25% 21.42% 23.28% -0.95% 

原料药 489,503,703.31 259,207,263.65 47.05% 0.86% 10.29% -4.52% 

中间体 665,150,924.66 469,446,161.59 29.42% 40.67% 31.44% 4.95% 

制剂 8,778,962.32 1,364,336.04 84.46% 0.00% 0.00% 0.00% 

国内销售 749,652,150.93 469,226,939.69 37.41% 17.62% 25.60% -3.97% 

国外销售 413,781,439.36 260,790,821.59 36.97% 28.98% 19.32% 5.10% 

注：对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分别列示其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并提示其中是否存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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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

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

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

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

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

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

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本期金额224,571,791.54元，上期金额

180,448,037.36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本期金额226,903,396.48元，上期金额

211,941,876.22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1,223,024.71元，上期金额

758,866.42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15,957,751.62元，上期金额

10,257,938.7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

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董事会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52,877,362.33元，上期金额

43,508,793.54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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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范围内新增一家子公司，新设成立富祥（台州）生命科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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