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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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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董事包建华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关辉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
席本次董事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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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
4、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5、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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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6 年 4 月 23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
为：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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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案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方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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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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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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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系列产品。其中，他唑巴坦和托西酸舒他西林为原
料药，其他为医药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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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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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 40 年代使用第一个β -内酰胺类抗菌素——青霉素以来，众多抗菌素的广泛应
用，细菌对其耐药性已成为当今临床治疗的一大威胁和全球范围内的难题。β -内酰胺酶抑制
剂的作用机制是与细菌产生的酶结合，使之灭活，充分发挥抗菌素的抗菌作用，增强了抗菌
药物的抗菌活性，减少其用量，这是解决细菌产酶耐药、提高β -内酰胺类抗菌素疗效的重要
手段，使得β -内酰胺酶抑制剂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公司成立以来，坚持“做精、做专、做强、做大”的发展策略，专注于抗菌素细分领域
的精耕细作，现已发展成为全球β -内酰胺酶抑制剂的主流供应商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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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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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巴坦（舒巴坦酸）、舒巴坦匹酯、碘甲基舒巴坦、舒他西林、托西

β-内酰胺酶抑

舒巴坦系列
酸舒他西林（原料药）

制剂及相关产
品

他唑巴坦系
列

他唑巴坦（原料药）、他唑巴坦二苯甲酯、青霉烷亚砜二苯甲酯、二
苯甲酮腙

碳青霉烯类产

美罗培南粗品、培南母核、培南侧链、美罗培南中间体F9、溴丙酰螺
培南系列

品

苯噁嗪环已烷、保护基美罗培南、4-乙酰氧基氮杂环丁酮（即，4-AA）
叠氮化钠、乙酰化物、哌拉西林、甲酯胺盐酸盐、S-2-氨基丁酰胺盐
其他
酸盐、双氧哌嗪等

（二）行业发展阶段及特点
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经济的发展、人口总量的增长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导致药
品需求呈上升趋势。全球医药市场近年来持续快速增长，据国际知名医药咨询机构 IMS 预计，
对比 2010 年 4%-5%的增长，2011 年全球药品市场增长 5%-7%,达到 8,800 亿美元；2010-2014
年，新兴医药市场预计将以 14%-17%的速度增长。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
第二大药品消费市场。
从国内来看，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规模，医疗卫生市场需求潜力很大。根据卫生部公布
的《2013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卫生总费用金额从 1990 年的 747.39 亿元增长到 2012 年
的 27,846.84 亿元，22 年间增长了 37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7.87%。医疗卫生需求的增长与全
国卫生总费用的提高刺激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 年我国医
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3,326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2.94%，其中化学药品原料药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4,240 亿元， 累计同比增长 11.35%；化学药品制剂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304 亿
元，累计同比增长 12.03%；生物生化药品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50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3.95%。
2014 年我国医药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2,322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2.09%。2015 年我国医药制
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537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9.10%；利润总额 2,627 亿元，同比增长
12.90%（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健康是群众的基本需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打造健康中国。”
“健康中国”
的新提法已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也为政府的医疗、医药、卫生等工作提出了更高、更
新的要求，另一方面，
“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也首次写入了 2016 年政府工
作报告，随着三医联动等各项改革举措的深入实施，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将会在原有的基础
上使更多的人享受基本医疗保健，而社区医院的发展也将更加迅猛，这将促使医药市场的容
量在未来几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
从行业周期性来看，健康需求是大众的最基本需求，药品也是一类特殊的刚性需求商品，
因此医药行业是众所周知的弱周期性行业，没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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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579,743,065.00

510,727,122.13

13.51%

442,842,086.95

93,601,767.59

53,441,241.96

75.15%

45,072,687.11

91,585,300.59

50,661,714.21

80.78%

39,857,727.82

74,008,650.63

31,389,547.20

133.21%

57,219,001.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3

0.99

74.75%

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3

0.99

74.75%

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65%

20.84%

8.15%

21.76%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1,009,658,555.36

632,348,214.71

59.67%

541,308,413.57

596,213,659.69

283,262,718.71

110.48%

229,760,251.6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3,915,637.60

142,255,120.71

159,654,087.07

143,918,219.62

19,619,526.60

21,143,736.56

23,590,433.55

29,248,070.88

18,376,555.38

21,184,573.37

25,441,866.33

26,582,305.51

8,910,173.25

46,415,779.21

-6,513,892.34

25,196,59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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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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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报告期末表决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通股股东总

30,553 前一个月末普通

12,567 权恢复的优先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数

股股东总数

股股东总数

0

优先股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包建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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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3%

25,296,000

25,296,000

18.42%

13,260,000

13,260,000

7.08%

5,100,000

5,100,000

4.96%

3,570,000

3,570,000

3.29%

2,365,400

2,365,400

数量

浙江永太科技 境内非国有
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
喻文军

境内自然人

景德镇市富祥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苏州工业园区
嘉乾九鼎投资 境内非国有
中心（有限合 法人
伙）
陈斌

境内自然人

2.83%

2,040,000

2,040,000

包旦红

境内自然人

1.06%

765,000

765,000

0.88%

634,600

634,600

0.35%

255,000

255,000

0.35%

255,000

255,000

苏州工业园区
嘉翔九鼎投资 境内非国有
中心（有限合 法人
伙）
冯沈荣

柯喜丽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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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乾九鼎、嘉翔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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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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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除美国经济增长保持相对平稳外，欧盟、日本等全球主
要经济体均深度调整、复苏乏力；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我国政府也提出了以“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转方式、防风险”等为主基调的发展思路，国内经济呈现为经济增速换挡、
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下行压力大的局面；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也已进入
深水区、攻坚区，政府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为出发点，着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的“三医”联动改革，大力发展医药产业，推进了国
内医药及其相关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医保控费、药品招标降价等医改的配套措
施对下游的药品制剂企业也产生了明显影响。
2015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情况，公司抓住大宗原材料价格调整的机遇，坚持技术创
新，强化工艺革新，精心购销安排，合理安排生产，实现了经营业绩的高速增长。实现营业
收入 57,974.31 万元，同比增长 13.51%；营业利润 10,990.27 万元，同比增长 80.66%；净利
润 9,360.18 万元，同比增长 75.15%；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净利润 9,158.53 万元，同比增长
80.78%。
一、2015 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顺利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做好 IPO 工作的推进，与中介机构一道，认真准备，团结协作，公
司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挂牌上市，公司实现了向一家公众公司

的成功转型，登陆资本市场成为了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新起点。挂牌上市后，公司严格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对公司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等管理制度及时进行了修订完善，同
时积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着力塑造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2、加大规范市场的开发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销售为龙头，结合 2014 年下半年舒巴坦、他唑巴坦顺利通过 FDA
认证的有利情况，在巩固欧洲、印度、南美等传统市场区域的同时，加大对美国、日本等规
范市场的市场开发与拓展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成功成为美国默克、美国辉瑞等国际制
药巨头的供应商。2015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5.79 亿元，同比增长 13.51%。
3、强化工艺革新、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平台优势，坚持“研发一代、上市一代、
储备一代”的新产品开发策略，一方面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积极进行抗病毒类、心脑血管
类等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另一方面重点围绕现有产品生产工艺进行优化改进，充分发挥新工
艺、新技术对生产工艺水平的提升作用，成功实现了哌拉西林、亚胺培南母核的产业化，形
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2015 年，公司研发投入 18,331,460.23 元，占营业收入的 3.16%，新获
得发明专利 3 项，新申报发明专利 6 项。
4、强化生产、质量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强化质量是生命线、质量一票否决权的理念，加强现场监管工作，
另一方面注重技术工艺革新、质量管控与生产管理的有机结合，强化源头控制，注重过程管
理，细化末端治理，使公司的生产能力、整体工艺水平及质量保证能力稳定提高。2015 年，
公司共接受通过了 7 次国内官方检查，39 次包括国际制药巨头默克、赛诺菲、明治等在内的
客户现场审计，舒巴坦酸等产品于年末通过了日本 PMDA 官方检查，这标志着公司相关产品
顺利打开了通往日本市场的通道。
5、加大安全环保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提高管理精细化水平和优化绿色生产工艺，源头控制，减少污染物
产生，同时推行清洁生产，严格管理，加大环保处理投入，积极与环保研究机构和院校的合
作，对生产装备和生产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重点做好了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系统密闭化、
管道化，还进行了二期污水处理设施改造，新增建设了一套三期污水处理设施，确保三废的
达标排放。公司还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等活动，营造安全文化氛围，筑
牢安全防火墙，为稳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6、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薪酬体系及绩效考核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从高级管理人员到基
层员工的各层次绩效考核办法，激发员工动力，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同时根据公司快
速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加强人才引进，优化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团队的整体素质水平，
为公司下一步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二、2016年工作计划
1）坚持以销售为龙头的发展策略，强化对欧美市场、高端优质客户的市场开发力度，不
断提高企业的美誉度；
2）加大技术创新、工艺革新，深入开展产品的二次开发，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
生产成本；
3）积极跟踪顺应大宗原材物料的价格走向及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做好原料采购计划及
财务结算支付的统筹安排，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财务费用；
4）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资本平台，选择合适时机开展资本运作，实现内涵式增长与外延
式扩张的有机融合；
5）继续加大安全和环保投入，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提高安全环保管理水平，实现绿色安
全发展；
6）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以实施股权激励为抓手，深入推进完善绩效考核特别是管理人员
的薪酬结构体系的完善；
7）将组织公司高管及中层核心骨干学习有关上市法规，严格按上市规则规范运作和信息
披露；按照上市规则和公司发展的要求，完善管理制度，调整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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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舒巴坦系列

160,637,011.84

51,643,692.72

32.15%

-12.95%

12.31%

7.23%

他唑巴坦系列

200,546,562.14

95,267,643.26

47.50%

35.33%

63.11%

8.09%

培南系列

179,239,258.79

47,019,655.21

26.23%

18.08%

66.99%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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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0,990.27万元，同比增长80.66%，利润总额11,158.48万元，
同比增长75.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60.18万元，同比增长75.15%。利润增长
较快：
1）公司主导产品销量同比上升、销售价格同比提高以及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下降导致毛
利额大幅增加；
2）受人民币汇率贬值影响，汇兑收益增加，从而冲减了财务费用支出。
以上原因使营业利润同比增长较大，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相应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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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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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