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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7        证券简称：富祥药业       公告编号：2022-086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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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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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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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祥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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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祥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云  

电话 0798-269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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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stock@fushine.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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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31,149,387.25 775,845,057.29 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313,310.94 152,370,535.43 -7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8,756,284.93 136,714,828.93 -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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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06,245.93 90,333,774.47 -11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8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8 -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4.9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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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0,775,020.22 4,678,491,173.43 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61,146,735.24 2,880,206,760.70 -0.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37,3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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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包建华 境内自然人 20.88% 114,815,808 86,111,856 质押 28,160,000 

王远淞 境内自然人 4.00% 22,015,720 0   

喻文军 境内自然人 3.20% 17,621,846 13,216,384 质押 3,120,000 

景德镇市富祥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 7,555,200 0   

景德镇国控金融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2% 6,683,652 0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05% 5,798,844 0   

柯丹 境内自然人 0.64% 3,523,000 2,642,250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安信消

费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3,521,500 0   

邓兵 境内自然人 0.52% 2,870,000 0   

共青城蕴沣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蕴沣稳健投资 2 号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 

其他 0.51% 2,781,8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包建华先生与柯丹女士为夫妻关系，包建华先生及柯丹女士分别持有景德

镇市富祥投资有限公司 57.85%和 42.15%的股权。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王远淞持有的 22,015,720 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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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富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7,555,200 股是通

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共青城蕴

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蕴沣稳健投资 2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持有的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2,781,880 股是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邓兵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20,000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50,000 股，合计持有

2,870,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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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2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呈现局部反复，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仍在持续。公司部分产品市场需求尚未回暖，

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同时因公司所处园区管网检修，公司利用管网检修期间组织安排了安全生产自检维修。

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公司内部团结一心，坚定实施董事会制定的“中间体—原料药—制剂一体化”发展战略，完善发展

产业链体系，巩固主业既有优势地位。并且，公司不断加大医药 CDMO 业务布局，持续加快推进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项目

建设，并逐步释放产能，以期为公司业绩带来新的增长点，从而保障公司中长期发展。报告期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114.9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31.33 万元，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5.63 万元。 

报告期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不断加大医药 CDMO 业务投资布局 

受益于国内工程师红利带来的人才优势和成本优势、创新政策导向带来的良好行业环境及完善的法规保护，全球

CDMO 产能需求持续向中国转移。为把握该机遇，公司不断加大医药 CDMO 业务投资布局，主要举措有： 

（1）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1,700 万元认购凌凯医药新增注册资本，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持有凌凯医药

股权比例为 3.9%，通过本次增资，有利于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促进深度产业协同；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2）报告期内，公司与凌凯医药、凌富药物研究院不断加强合作，持续推进项目进度，协同服务客户。截至目前，

相关合作及进展情况主要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签署合同金额（万元） 合同执行情况（万元） 合作方名称 

莫匹拉韦中间体 医药中间体（抗病毒） 341 341 
凌富药物研究院 

瑞德西韦中间体 医药中间体（抗病毒） 3,467.3 2,607 

帕罗维德中间体 医药中间体（抗病毒） 20,900 6,681 

凌凯医药 FX-Y-21003 医药中间体 2,174 2,174 

FX-Y-22003 医药中间体 10,500 45.15 

合计 37,382.3 11,848.15 — 

（3）祥太科学 CDMO 试点企业通过专家评审。景德镇市高新区科技发展局组织专家对公司子公司祥太科学进行

CDMO 试点企业评审，审查了祥太科学 CDMO 重点实验室，并对医药 CDMO 试点企业的发展可行性、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

方面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指出：祥太科学作为全省第一家 CDMO 先行试点企业，要对标省外医药产业企业先进做法，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园区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持续推进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项目建设和产能释放 

2022 年 3 月 24 日，富祥科技收到景德镇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环评批复》，该批复同意富祥科技建设年产 10,000

吨 VC 项目。公司积极督促富祥科技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进行项目建设、管理与运营，确保项目实施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 VC 项目已经达到预期经济技术指标（即各物料单耗及动力的能耗能达到预期要求且产品质

量达到客户要求）；子公司奥通药业和富祥科技 VC 项目均有生产线建成并开始试生产，产能尚处于爬坡期，后续将持续

推进项目建设和产能释放。并将通过能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等方式，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 

3、多措并举保障公司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是企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也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展和稳定。公司始终坚守抓安全生产就是抓效益、抓安

全生产就是抓发展的理念，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完善应急管理。主要工作如下： 

（1）公司面对外部新冠疫情变异毒株局部爆发、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所在园区管网检修，内部部分生产装置及

公用工程系统长期高负荷运转，结合生产实际，在 2022 年上半年进行了安全生产自检维修。本次检修不仅能提升公司

本质安全，保障环保设施稳定运行，满足不断提高的 EHS 法律法规要求，也能保障现场的安全稳定生产，为客户持续供

应所需产品。 

（2）同时，公司建立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双重预防体系，识别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建立风险岗

位清单，以季度为周期，对各车间风险岗位进行应知应会和应急能力考核；开展日常、节假日、专项及月度综合检查等

各类安全检查，对排查出来的事故隐患进行整改，并据此进行月度评比；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事故应急演练，组织开展

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营造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 

4、持续推进产品项目研发 

公司一直以来重视并持续加强研发投入，以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公司自主研发产品进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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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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他沙星 原料药 喹诺酮类抗菌药 完成 CDE 发补研究 通过审评审批 

2 盐酸帕罗西汀 原料药 抗抑郁药 完成现场核查 通过审评审批 

3 他唑巴坦（新工艺） 原料药 β-内酰胺酶抑制剂 已提交 CDE 受理 通过审评审批 

4 他唑巴坦钠（无菌） 原料药 β-内酰胺酶抑制剂 已提交 CDE 受理 通过审评审批 

5 1801 原料药 抗菌药 已完成工艺验证 完成注册报批 

6 恩曲他滨 原料药 抗病毒 完成小试 完成中试 

7 阿维巴坦 原料药 β-内酰胺酶抑制剂 完成中试 完成注册报批 

8 阿昔洛韦 原料药 抗病毒 小试阶段 完成中试 

9 拉米夫定 原料药 抗病毒 完成小试 完成中试 

10 FX-A-2202 原料药 利尿药物 完成中试 完成注册报批 

11 FX-A-2201 原料药 喹诺酮类抗菌药 完成小试 完成中试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共完成 3 个新品种的申报，1 个产品注册审评发补研发工作，并启动 2 个新产品的注册工作，

具体如下： 

西他沙星属广谱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治疗严重难治性感染性疾病，已完成 CDE 受理、注册抽验、注册现场

核查，发补研究工作，现处于注册审评阶段；盐酸帕罗西汀是新型的 5-羟色胺再摄取阻滞剂类（SSRI）抗抑郁药，已完

成 CDE 受理、注册抽验、注册现场核查，现处于注册审评阶段；他唑巴坦和他唑巴坦钠（无菌冻干）属β-内酰胺酶抑制

剂，常与青霉素类或头孢类抗生素联合用药，其复方制剂广泛用于治疗严重全身性和局部感染、腹腔感染、下呼吸道感

染、软组织感染、败血症等；他唑巴坦已完成 CDE 受理、注册抽验工作，现处于注册审评阶段；他唑巴坦钠已完成 CDE

受理工作；1801 是一种异喹啉生物碱，临床主要用于肠道感染及菌痢等，已完成注册报批相关研究工作，将于 2022 年

下半年提交注册申报。FX-A-2202 是新一代高效髓袢利尿剂，适应症广，利尿作用迅速强大且持久，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是临床上值得推广的一类高效利尿剂；FX-A-2201 是广谱和具有抗菌活性的 8-甲氧基氟喹诺酮类抗菌药，对革兰阳性菌、

革兰阴性菌、厌氧菌、抗酸菌、和非典型微生物如支原体、衣原体和军团菌有广谱抗菌活性，适用于上呼吸道和下呼吸

道感染。FX-A-2202 和 FX-A-2201 正在进行相关研究工作，将于 2023 年提交注册申报。 

5、保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整 

截至 2022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监事会期限届满，为保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整和公司生

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公司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2022 年 4 月 13 日，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完成了董事会、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F%E5%96%B9%E8%AF%BA%E9%85%AE%E7%B1%BB%E6%8A%97%E8%8F%8C%E8%8D%AF/125993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9%E5%85%B0%E9%98%B3%E6%80%A7%E8%8F%8C/49606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9%E5%85%B0%E9%98%B4%E6%80%A7%E8%8F%8C/970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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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换届和聘任工作。 

6、持续加强人才队伍体系建设 

公司以人为本，尊重人才价值，积极推进多元化、高素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团队的打造。加强内部人才

的培养和发展，坚持构筑人才高地，潜心实施人才兴企工程。一是推进宽带薪酬体系建设，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薪酬管理

体系。建立以激励性薪酬分配为核心，兼顾内部公平性和市场竞争性的薪酬体系。实现员工在薪酬分配上的“责任与利

益一致、能力与价值一致、业绩与收益一致”的目标。二是搭建覆盖全员的绩效管理体系。初步实现各级员工的业绩考

核指标以公司的战略目标为导向，基于关键价值驱动因素，与公司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三是构建任职资格评定体系，拓

宽了员工职业生涯发展的路径，使员工不再仅局限于通过职位的晋升获得发展，营造了员工专研技术和业务的学习氛围，

也提升了核心技术人员的保留率。四是不断加强人才梯队建设，积极推进继任者计划和人才盘点项目，做好各层级人才

储备的甄别、筛选、培养和发展。在 2-3 年内争取培养出一批专业化的各层级管理人员，逐步探索形成一套让人才脱颖

而出，健康成长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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