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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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包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春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
海燕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3、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4、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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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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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简称

富祥转债

债券代码

123020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的中文名称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中文简称（如有）

富祥股份

公司的外文名称（如有）

Jiangxi Fushine Pharmaceutical Co., Ltd.

公司的外文名称缩写（如有）

Fushine

1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包建华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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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592,360,037.02

621,862,380.77

-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4,195,098.19

132,002,979.30

-1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06,015,214.48

129,363,260.53

-18.05%

88,506,506.36

68,104,852.98

29.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50

-1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9

-1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5%

13.03%

-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541,077,316.70

2,196,483,843.13

1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16,838,603.92

1,116,216,860.63

9.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9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包建华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境内自然人

26.74%

71,759,880

68,299,200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7.80%

20,929,200

0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2%

14,816,040

0

喻文军

境内自然人

5.14%

13,796,400

景德镇市富祥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4.79%

包旦红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境内非国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24,816,778

10,347,300

质押

3,980,000

12,852,000

0

质押

7,200,000

1.03%

2,754,000

0

0.89%

2,400,000

2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宝盈策略增长混 法人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李珊

境内自然人

0.87%

2,340,000

中国工商银行－浦银安
境内非国有
盛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
法人
投资基金

0.82%

2,201,93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银安盛增长动力灵 境内非国有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法人
基金

0.82%

2,2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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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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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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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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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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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3 2020 年 03 月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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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3 2021 年 03 月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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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3 2022 年 03 月
月 02 日
01 日

42,000

1.20%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可

富祥转债

123020

2022 年 03 2023 年 03 月

42,0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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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公司债券

月 02 日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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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03 月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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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03 2025 年 03 月
月 02 日
01 日

42,000

3.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末

50.58%
项目

本报告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47.79%

上年同期
11.63

2.7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2.69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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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业趋势
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战依然阴云不散，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若隐若现。为了稳定宏
观经济形势，中央政府采取了减税降费、宽松货币供应等一系列措施，积极促进实体经济发
展，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并取得显著成效。
在医药行业内部，随着带量采购的推进实施，制剂领域的整合以及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的
发展趋势愈发凸显。旧有的企业经营模式受到挑战，新的以创新研发为核心的发展思路逐渐
成为业内主流。无论是药品制剂生产企业还是原料药生产企业，在各自领域加强研发投入已
经蔚然成风。
在原料药板块内部，部分品种的供需矛盾有加剧的趋势。受“三·二一响水事件”的影响，
苏北地区的原料药、中间体，以及其他医药化工原料企业大面积停产，致使部分品种的原料
药和中间体出现了供应紧张的局面。
为了应对目前的宏观形势和行业环境，公司苦练内功，顺应行业趋势，不断实施自我调
整 ， 报 告 期 间 公 司 取 得 了 销 售 收 入 592,360,037.02 元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14,195,098.19元的经营业绩，基本完成了年初制订的预算目标。
2、上半年的经营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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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内部体系建设入手，练好内功。
自2018年四季度开始，公司牺牲部分产量，对已经高强度运转多年的他唑巴坦、舒巴坦、
哌拉西林，以及配套的回收车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改造，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强了安
全和职业健康保障、环境友好，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和质量管控能力。报告期间，上述车间接
受了来自美国FDA的cGMP（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检查范围涵盖质量、物
料管理、生产管理、设备设施、包装和标签、实验室控制体系等各GMP系统。据美国FDA出
具的现场检查报告（Establishment Inspection Report），FEI（工厂注册号）：3008177143确认，
公司他唑巴坦、舒巴坦、哌拉西林产品以零缺陷通过了现场GMP检查，公司符合美国药品
cGMP规范要求。
（2）加强安全保障,推行可持续发展。
面对行业不断趋紧的安全环保督察形势，公司不断查漏补缺，实施自我调整。公司以“安
全管理、绿色发展”为核心，持续推进公司的EHS管理提升，为稳定生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公司上半年组织多次公司级EHS检查，各部门持续进行隐患排查和现场高危作
业检查，降低生产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并根据排查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升级和改造。主要工作
包括：工艺改进，从源头入手切断安全隐患；现场改造，对之前布局不尽合理的操作面/空间、
储罐、管线进行改造和更换，力求最大程度地降低现场各类风险；防静电管控，梳理完善静
电管控措施，增加新的设施，更新操作规范；人员培训，开展全员集训活动和演练，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进行消防安全、静电安全、高危作业安全方面的培训，提升员工安全意识。除
此之外，公司积极推进工艺安全管理工作，对公司多个产品进行了反应风险检测，开展HAZOP
分析和SIL定级，并计划根据检测结果制定安全改善方案。
（3）努力提升市场份额，满足市场需求。
报告期间，公司主要产品当中的舒巴坦系列产品、他唑巴坦系列产品，以及培南类中间
体出现了市场供应紧缺的状况。公司努力克服生产设施整改等带来的不利因素，抓紧生产以
满足市场需求。目前上述主要产品产销两旺，订单充足，且市场价格有不同幅度的提升，有
望为公司全年利润增厚做出贡献。
（4）完善系统配套和支撑后盾，促进稳定扩大发展。
为进一步开拓和稳定市场及客户，公司注重药品研究注册和科技申报技术储备。报告期
间舒巴坦、他唑巴坦、MAP等产品配合多个客户进行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他唑巴坦取得韩
国注册批准，配合客户进行泰国、马来西亚、南非等市场注册工作，为现有产品稳定和扩大
市场提供支撑。公司舒巴坦和西他沙星两个项目通过江西省重点新产品项目验收，并已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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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证书，新申报受理江西省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2项。专利授权1项，专利受理4项（其中一
项为申请美国专利）。除了生产设施升级改造之外，公司也高度注重配套的动力设施系统的
配套升级改造。在报告期内，公司配电系统、蒸汽系统、桥架系统进行了优化；树脂尾气吸
附，静电消除改造，启动中央控制室项目等，确保生产经营安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着
重加强团队建设和专业、技能培养；内部培训与外部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人
员培养；加强管理和执行。
（5）抓住行业发展契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报告期间，公司完成了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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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项目的可转换债券发行，
募集资金全部到位。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募投项目的规划和设计，现在开始土建施工。子公
司方面，报告期间，江西如益完成了中间体新项目的建设，目前已经进入到试产阶段，潍坊
奥通的中间体项目以及为母公司配套中间体项目已经开始设备采购和安装，预计明年年初可
以达到试产条件。富祥（大连）注射剂车间改造完毕，关键设备陆续进厂安装调试，有望近
期申请注册现场检查和GMP认证二合一现场检查，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获得注射液制剂药品
注册批准文号。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 会第三次会议及第 详见其他说
列报》（以上 4 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 三届监事会第二次 明
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本公司 会议审议通过
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根据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
会第七次会议及第 详见其他说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要求，本公司对财务报
三届监事会第五次 明
表格式进行修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会议审议通过

1、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 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
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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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
9 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
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
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时间要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
工具准则，并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根据新金融工具准
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
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
下：2018年12 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
式编制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
响如下：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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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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