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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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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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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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若报告期初至报告披露日期间公司股票简称发生变更，还应当同时披露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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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青霉烯类抗菌原料药及中间体、洛韦类抗病毒药物中间体产品等三大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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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韦类产品 鸟嘌呤系列 嘧啶、鸟嘌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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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洛韦类抗病毒药物中间体 

公司目前为全球市场主要的洛韦类中间体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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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青霉烯类药物、洛韦类药物均属于抗感染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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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354,046,811.37 1,163,433,590.29 16.38% 958,150,47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835,258.08 194,724,797.03 57.06% 177,550,39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865,011.18 193,111,290.53 53.21% 166,937,949.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910,973.88 175,913,935.13 92.09% 211,323,30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4 0.73 56.16% 0.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5 0.72 45.83% 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4% 18.88% 4.96% 21.1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595,799,616.72 2,196,483,843.13 18.18% 1,789,407,72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9,989,324.13 1,116,216,860.63 33.49% 936,873,593.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95,203,443.48 297,156,593.54 374,606,890.68 387,079,88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23,857.11 60,771,241.08 101,836,336.52 89,803,82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116,904.44 62,898,310.04 102,631,716.98 87,218,07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26,623.98 78,279,882.38 88,851,799.26 160,552,6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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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1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851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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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6% 71,759,880 -4128120 68,299,200 3,460,680 质押 12,594,300 

喻文军 境内自然人 4.26% 11,641,216 144216 10,347,300 1,293,916 质押 3,980,000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0% 10,377,206 -7063794 0 10,377,206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0% 8,474,760 8,474,760 0 8,474,760   

景德镇市富祥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6% 7,552,000 -3158000 0 7,552,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合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9% 2,983,164 2,983,164 0 2,983,16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宝盈策略增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4% 2,850,635 2,850,635 0 2,850,635   

包旦红 境内自然人 1.01% 2,754,000 459000 0 2,754,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

组合 
其他 0.99% 2,700,044 2,700,044 0 2,700,044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证券行

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

之国海创新 1 号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 

其他 0.88% 2,400,000 2,400,000 0 2,400,0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

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

（参见注 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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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6日，中诚信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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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根据中诚信出具的信评委函字[2019]跟踪928号，富祥股份主体

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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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1.15% 47.79% -6.6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2.98% 29.07% 13.91% 

利息保障倍数 11.23 10.44 7.57%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受美国等国家贸易壁垒上升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全球发达

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同步放缓，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最低水平。一年来，中美经贸磋商经历曲折，中国始终开放谈判的大门，秉承平等互惠理念，



终于在12月13日宣布，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这一年来，中国经济一枝

独秀，“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容，彰显开放多元互通的贸易理念才是当今经济发展的正确

道路。 

2019年，国内医药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药品审批标准提高，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持

续推进，带量采购正式由“4+7”城市试点，向全国范围落地推广。受集采政策影响，行业进入

快速分化、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的关键阶段，制剂和原料药一体化成为医药行业发展的

大趋势。与此同时，江苏“三·二一响水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倒逼医药行业提

高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全面升级安全管理。 

 这一年来，公司秉承高质量发展理念，继续深耕主业，强化安全、环保、质量和研发等

各项工作，实现了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并依托行业领先的生产工艺与国际标准的质量管

理体系，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市场份额。2019年，公司取得了销售收入135,404.68万元，同比

增长16.38%，归母净利润30,583.53万元，同比增长57.06%的良好业绩。具体的工作总结如下： 

1、夯实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2019年，公司他唑巴坦、舒巴坦产品以零缺陷通过了美国FDA复检、同时哌拉西林产品

以零缺陷首次通过 FDA 现场检查；他唑巴坦原料药通过了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的

现场检查工作； 

这些成绩的取得，标志着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具备持续为美国乃至全球

市场提供商业化中间体和原料药的资质；这是公司坚持严格贯彻执行高端国际质量标准的成

果，也是对公司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高度肯定，对促进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拓展全球市场，

带来积极影响。 

2、实施安全排查，进一步完善公司安全生产体系 

针对行业规范的需求且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公司严格执行隐患排查制度，持续开展公

司级及邀请专家级、车间级的自查，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录入省安全公共平台），并有规范

的奖惩制度，完善的跟踪监督整改体系，为公司安全生产、持续经营筑起一道安全屏障；同

时开展并完成部分HAZOP复评工作，为公司高效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打下了基础。 

3、完成管理层换届工作 



 为适应公司经营管理现状，保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和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公司进行了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顺利选举出了以包建华为公司董事长的董事会

成员。经董事会任命，新一届的公司管理团队也组建完毕。该项工作的顺利实施，使公司继

续保持了强有力且稳定的管理层团队，为公司长久、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可转债项目顺利发行上市，继续深化产业链布局 

为提升在细分行业当中的核心竞争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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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原料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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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9日，公司可转债挂牌上市，债券简称“富祥转债”，债券代码：123020，债券

发行量及上市量为42,000万元（420万张），可转债起止日期自2019年3月1日至2025年3月1日

止。目前正常挂牌交易中。 

可转债项目的成功发行上市，代表着市场对公司既往经营成绩的认可，与对公司未来发

展方向的期许。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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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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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2019年6月6日完成了此分配工作；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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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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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8,844股，支

付的总金额为100,020,441.27元（含交易费用）。圆满完成了回购股份计划，得到了公司各方

投资者的一致好评。 

6、集团化体系协同发力，子公司经营现成绩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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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子公司江西如益进一步扩大了已有产品市场份额，成功投产了头孢侧链等新产品，

实现了盈利的快速增长。子公司潍坊奥通逐步强化公司抗病毒类产品产业链，成为市场上洛

韦类中间体主要供应商之一，并首次实现盈利。子公司江西祥太顺利实施募投项目建设。富

祥（大连）是公司未来向制剂业务延展的重要平台，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液目前发补研究完

成CDE审评中，目前公司正在组织研究工作，待完成后将进行第二次发补反馈；二甲双胍缓释

片（II）目前因为参比制剂停产，项目目前暂停；阿加曲班注射液将在上半年完成注册现场

核查，预计6月底获批并投产。 

7、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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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产品研

发技术储备

标准 

- 

2 西他沙星 原料药 
广谱喹诺酮类抗菌

药 
完成中试 商业生产 

3 恩曲他滨 原料药 抗病毒 

达到产品研

发技术储备

标准 

- 

4 依法韦仑 原料药 抗病毒 

达到产品研

发技术储备

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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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小试 完成中试前准备 



疾和肠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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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AI101 原料药 创新酶抑制剂 商业生产 - 

9 阿维巴坦钠 原料药 
β 内酰胺酶抑制剂 公斤级 避专利路线完成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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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药 538,363,829.11 284,017,184.96 47.24% 9.98% 9.57% 0.19% 

中间体 795,273,993.97 475,822,680.16 40.17% 20.07% 1.68%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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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2019 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第六董事会关于报告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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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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