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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

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1,500.00 万元

（含 71,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预计需投入金额 
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

金额 

1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吸

入剂及其他化学药品制剂生产基地和

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新建项目（一期） 

56,681.17 51,019.55 

2 补充流动资金 20,480.45 20,480.45 

合计 77,161.62 71,500.00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

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

事会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项目建设相关事宜。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背景 

（一）全球医药行业加速发展，仿制药的增速和占比提升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以及人们保健意识增强，新型国家

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和各国医疗保障体制的不断完善，全球药品市场呈持续增长趋

势。根据 Frost＆Sullivan 研究报告显示，2019 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约为 1.3 万亿

美元，年增长率约为 4.49%，其中仿制药市场规模约为 4,350 亿美元，专利药市

场规模约为 8,894 亿美元；预计 2019-2024 年全球医药市场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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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24 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可增长至 1.64 万亿美元。 

自 2000 年以来，全球仿制药市场的增长速度已经赶上并超过全球医药市场

的增速，且未来数年内，仿制药市场的增速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成为全球医药

支出增长尤其是新兴医药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数据来源：Evaluate Pharm 

过去十年内通用名药销售增速一直高于专利药销售增速。主要原因包括： 

一方面新药研发的难度和资金门槛不断提高，获批上市的新药数量有所放缓。

另一方面，专利悬崖推动国际通用名药物市场持续增长。2013-2030 年间，全球

药品中共有 1,666 个化合物专利到期。大批世界级畅销专利药相继到期为国际通

用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强大原动力。 

目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仿制药市场占有率已经达

到了 50%以上，并依然以 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是创新药增长速度的两倍。 

（二）国内宏观政策红利 

2015 年以来，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国家密集出台一系列的宏观政策，为

我国医药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015 年 10 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首次提及了“健康中国”概念，并

将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期，国家工信部发布《中国制造 2025 重

点领域技术路线图（2015 版）》，进一步阐明了包括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在内的发展“中国制造 2015”的 10 个重要领域以及 23 个重点发展方向。 

2016 年 2 月，国务院在春节后的第一次常务会议上将“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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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升级”作为主要的会议内容。在此之后，国务院先后出台《中国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2016-2030 年）》与《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两个相

关文件。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作

为我国健康事业的行动纲领，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健康领域中长期的战略规划，

把“健康中国”战略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健康中国 2030”势必会推动我国医药

创新和转型升级，是我国医药健康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社会老龄化程度加重以及民众健康意识的不断增

强，种种因素使得我国医药行业保持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医保压力过大，政府

倡导进一步医保控费，对提高仿制药使用比例来控制医保费用支出的依赖持续加

强，这都为我国仿制药行业的长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吸入剂及其他化学药品制剂生

产基地和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新建项目（一期） 

1、项目概况 

公司为进一步推动相关产品产业化，提升公司在制剂方面的研发和生产能力，

拟投资建设吸入剂及其他化学药品制剂生产基地和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新建项目

（一期）项目，产品包括抗流感病毒制剂产品、呼吸系统制剂产品、抗肿瘤制剂

产品和辅助生殖领域制剂产品等，年设计产能 6,400 万片（粒/袋/瓶/盒）。 

2、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 

公司拟在苏州工业园区投资 56,681.17 万元，建设制剂生产基地和药品研发

基地，项目拟新建制剂生产车间、研发楼和相关配套设施，主要投资概算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预计需投入金额 
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

金额 

一 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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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预计需投入金额 
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

金额 

1 建筑工程 10,001.81   10,001.81   

2 设备购置安装及及净化装修费 38,351.79   38,351.79    

3 其他工程费用 2,665.95 2,665.95 

4 预备费 2,550.98 - 

二 铺底流动资金 3,110.64 - 

合计 56,681.17 51,019.55 

3、项目实施进度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30 个月，自 2021 年 1 月开始，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序号 工作内容 

建设期（月）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1 设计招标                

2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及项目立项 
               

3 环境、安评及其批复                

4 项目设计                

5 
政府相关审批及工

程招投标 
               

6 土建施工                

7 机电安装                

8 设备调试和试生产                

9 竣工验收                

4、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项目实施主体：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金堰路以东、江韵路以北 

5、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整体建设期约 2.5 年，预计达产后计算期平均销售收入约 195,680 万

元，预计达产后计算期平均净利润约 21,204 万元，内部收益率 31.93%（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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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投资回收期 5.44 年（含建设期），具备良好的经济效益。 

6、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各项产业政策指导 

序号 产业政策 主要内容 

1 
《医药工业发展规划

指南》（2016.11）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挥骨干企业整合科技资源

的作用，扶持掌握关键技术的研发型小企业发展；加快临

床急需、新专利到期药物的仿制药开发，提高患者用药可

及性。 

2 

《战略新兴产业重点

产品和服务指导目

录》（2017.1） 

将化学药品与原料药制造列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抗病毒、

抗耐药菌、抗深部和多重真菌、抗耐药结核杆菌、抗其他

微生物的新型抗感染药物，防治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及

治疗糖尿病等内分泌及代谢疾病的作用机制新颖、长效速

效、用药便捷的新型单、复方药物；发展药物生产的分立

纯化技术、手性合成和分拆技术、生物催化合成技术、晶

型制备技术，药物生产在线质量控制技术，药物信息技术

等。 

3 

《关于打造长三角地

区特色产业基地的政

策措施》（2017.8） 

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发展动能转换，推进

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将我市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特色产业

基地，聚力发展医药、船舶、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以创

新成果产业化为重点，推进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

业发展。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

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

见》（2018.3）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改的工作部署，促进仿制药研

发，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更好

地满足临床用药及公共卫生安全需求，加快我国由制药大

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5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

制度改革的意见》

（2020.2） 

做好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受理与审评，通过完善

医保支付标准和药品招标采购机制，支持优质仿制药研发

和使用，促进仿制药替代 

（2）公司的技术和研发储备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经过多年生产和技术积累，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较为充足的技术储备，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拥有 138 项国内外发明专利。另一方面，公司持续加大研发

投入，最近三年研发费用分别为 9,611.50 万元、12,487.54 和 14,084.44 万元，研

发投入持续增长。 

公司拥有专业稳定的研发团队和较为完善的研发设施。截至 2020 年末，公

司共有研发人员 270 人，核心研发人员稳定。公司已在苏州工业园区建成 6,000

平方米药物研究院，在重庆建成 2,500 平方米发酵研发中心。药物研究院拥有百

余台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多台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全数字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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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普仪、液质联用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高端设备，以支撑多技术平台、多

项目、高强度研发工作。依托公司强大的技术平台优势，公司攻克了多项重磅药

物的关键合成技术，包括恩替卡韦、磺达肝癸钠、卡泊芬净、阿尼芬净、米卡芬

净等中间体或原料药产品的制备技术和合成工艺。 

（3）公司已建立与国际接轨的 cGMP 质量体系 

公司生产和质量体系与国际接轨，cGMP 生产质量体系通过美国 FDA、欧

盟 EUGMP、日本 PMDA、韩国 KFDA 等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官方认证及国内新

版 GMP 认证，以国际标准的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和严格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

保证药品质量。 

7、项目必要性分析 

（1）项目建设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制剂研发生产综合能力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制剂产品的生产能力将有明显提升，

有助于发挥公司技术优势，扩大公司制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同时项目建设

有配套的研发设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制剂产品方面的研发能力。 

（2）优化产品结构，丰富公司产品，布局呼吸系统用药市场 

目前公司现有业务主要布局在抗真菌类、抗病毒类和免疫抑制类产品。通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将向呼吸系统药物进行延伸，有利于优化公司的产

品结构和产品管线，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进一步提升盈利的稳定性。 

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都较

高。随着全球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空气污染问题日益

突出，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报告显示，

2018 年全球前十死亡原因中，呼吸系统疾病占据三席，共有 796 万人死于呼吸

系统疾病。根据 PDB 药物综合数据库(Pharmaceutical Data Base,PDB）的数据，

2018 年国内重点城市公立医院呼吸系统用药金额为 80.6 亿元，呼吸系统药品市

场空间广阔。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将布局呼吸系统用药市场，为公司增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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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盈利点，提高公司在药品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3）为公司长期资金需求提供支持，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目前公司的融资渠道主要为银行贷款，银行贷款的融资额度相对有限，且受

信贷政策影响较大，同时对增信措施要求较高。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债务

融资规模的逐渐扩大一方面将会导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攀升，影响公司稳健的财

务结构，加大财务风险；另一方面较高的财务费用将会侵蚀公司整体利润水平，

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而可转债兼具股债双性，投资者可根据需求转股，降低了

公司的偿债压力，优化公司现金流及债务结构。 

8、项目备案和环评手续 

本项目已取得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苏园行审备〔2021〕290 号。项目环

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20,480.45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司主要从事高技术壁垒的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业

务。2018-2020 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0,750.33 万元、50,315.67 万元和

78,538.27 万元，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38.83%，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公司对营

运资金的需求随之增长。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公司主营业务运营流动资金，

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的快速增长，提升公司对研发和创新的的资金支持能力，巩

固和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试行）》、《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

求（修订版）》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方案切实可行。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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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博瑞生物医

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吸入剂及其他化学药品制剂生产基地和生物医药研发中

心新建项目（一期）项目已取得备案证，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无需办理备案和环评手续。 

五、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为“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吸入剂及其他化学药品制剂生产基地和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新建项目（一期）”。

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整体生产能力将进一步提升，有助于公司市场竞争力进一

步增强，为公司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虽然在建设前

期可能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随着项目效

益的逐步实现，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财务状况得到进

一步的优化与改善，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转股后）将进一步增加，财务结

构将更趋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六、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

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

本次发行可转债可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为后续业务发

展提供保障。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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