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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二） 

 

为实现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生堂”、“本公司”或

“公司”）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流动资金实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提高公司资本实力，持续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整体竞争力，公司拟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筹措资金。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1 国际化制药基地建设项目 59,863.12 50,000.00 

2 
福州和睦家广生妇儿医院

建设项目 
58,299.77 50,000.00 

总计 118,162.89 100,000.00 

注：国际化制药基地建设项目包括制剂国际产业化建设项目和原料药国际产业化建设项

目（含原料药中试车间）。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国际化制药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目标：本项目按照美国 FDA 等国际先进规范标准投资建设制剂生

产基地和原料药生产基地（含中试车间），通过国际和国内 GMP 认证，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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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期为 2.5 年。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固体口服制剂 2.5 亿片、粒/年，自用原料药 58

吨/年的生产能力。 

项目实施主体分别为公司和全资子公司福建广生堂金塘药业有限公司，分别

在福建宁德市柘荣县进行制剂生产基地和邵武市（福建南平市下辖市）进行原料

药生产基地（含中试车间）的实施。 

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5 年，总投资 5.99 亿元，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额 比例 

1  建设投资   55,711.00  93.06% 

1.1 工程费用 50,331.44 84.08% 

1.1.1 其中：建安工程 28,940.66 48.35% 

1.1.2 设备购置   21,390.78  35.73%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379.95 7.32% 

1.3  基本预备费 999.62 1.67% 

2 铺底流动资金         4,152.11  6.94% 

3 总投资   59,863.12  100.00% 

募集资金不足的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的方式解决。 

2、项目实施背景及必要性 

（1）项目实施是公司实践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鉴于国内医药行业发展情况、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逐步提高等诸多因

素，以及公司在核苷类抗乙肝病毒药物领域竞争地位，公司计划升级医药制造能

力，建设达到国际化标准的产业化能力。 

公司计划按照美国 FDA 等国际先进规范标准，投资建设达到国际化标准的

制剂和原料药产品生产基地，同时通过国际和国内 GMP 认证，项目的实施是公

司实践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在国内外市场巩固现有市场竞

争优势。 

（2）项目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方向，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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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指出医药行业要①加强质量体系建设，强化企业

质量主体责任，推动企业严格执行 GMP 要求，采用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和质量

控制技术，贯彻质量源于设计理念，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系和

全产业链质量追溯体系，提升全过程质量管理水平。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与国

际先进水平接轨的生产质量体系。②推动重点领域质量提升，全面提升基本药物

质量水平，落实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要求，完成国家基本药物口服固体

制剂的一致性评价任务。③优化出口结构，促进出口增长，巩固化学原料药国际

竞争地位，提高精深加工产品出口比重，增加符合先进水平 GMP 要求的品种数

量。立足原料药产业优势，实施制剂国际化战略，全面提高我国制剂出口规模、

比重和产品附加值，重点拓展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医药市场。 

为适应新形势下行业发展水平和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行业质量管理

不断加强，同时为赢得广阔的海内外市场，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加快了国际化步

伐。目前，一批优势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累计 600 多个原料

药品种和 60 多家制剂企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GMP 要求。到 2020 年，随着我国

药品、医疗器械质量标准提高，各环节质量管理规范有效实施，产品质量安全保

障加强，预计通过国际先进水平 GMP 认证的制剂企业达到 100 家以上，国际化

趋势日趋明显。 

项目的实施符合上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方向，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3）加强产品质量管理，进一步提高体系建设水平，实现核心品种在欧美

国家的注册，巩固市场竞争优势的切实需要 

目前，国家药品医疗器械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继续推进，《中国药典》（2015

版）发布执行，药品标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行业全产业链各环节质量管理规范

不断健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药品 GMP）全面实施；

一致性评价等一系列行业监管政策不断推行，行业监管环境不断加强并逐步与国

际接轨，质量管理不断加强。 

项目的实施，公司按照美国 FDA 等国际先进规范标准，投资建设达到国际

化标准的制剂和原料药生产基地，通过国际和国内 GMP 认证，能够在产品研发、

工程建设、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等方面按照国际标准对公司现有体系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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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项目运营中与国际合作伙伴对接，提升公司的研发、生产、质量管理水平和

项目运营能力，全面带动企业优化组织管理，实现核心品种在欧美国家的注册，

树立起国际声誉，提高公司核心产品在境内外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当前国内招标对制药公司的研发能力和产品质量关注越来越高，不少省份在

药品采购招标政策上，对通过国际 GMP 认证的国产药品给予了一定的评分奖励。

国内企业产品在通过美国 FDA 等海外注册认证后，其在境内综合竞争力将会得

到显著增强。 

项目实施后，公司将建成符合国际和国内 GMP 标准的生产能力，有助于公

司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提高体系建设水平，实现核心品种在欧美国家的注

册认证，巩固市场竞争优势。 

（4）弥补未来产能缺口，完善自身产业链的需要 

随着公司替诺福韦酯等核心新品种及未来在研品种的获批生产，市场需求广

泛，现有产能将存在不足，项目的实施，有助于解决未来公司核心产品的产能缺

口，改善公司制剂产品的原料药供应条件，并力求从源头上进一步提高制剂产品

的品质，在产品招标过程中赢得竞争优势，为公司未来经营规模的继续扩大做好

准备，并适时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3、项目实施可行性 

（1）乙肝细分市场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公司在核苷类抗乙肝病毒药物领域建

立的竞争优势为项目实施提供了保障 

据统计，我国治疗乙肝用药的市场规模已从 2011年的 68.81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162.76 亿元，年化复合增长率 22.4%，增速较快；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乙肝

用药市场规模将达到 200 亿元。根据中国 2015 年《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乙肝治疗药物主要分为两类：干扰素类和核苷类。由于干扰素的副作用较大，目

前临床上更多使用的是核苷类药物。在我国，核苷类乙肝用药约占乙肝用药市场

的 80%，逐渐成为治疗乙肝的主流用药。常用的核苷类药物主要有拉米夫定、阿

德福韦酯、恩替卡韦、替诺福韦酯等。目前作为乙肝防治指南推荐的抗乙肝病毒

治疗的一线用药替诺福韦酯和恩替卡韦，将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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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深耕核苷类抗乙肝病毒药物领域多年，拥有包括阿德福韦酯、拉米夫

定、恩替卡韦、替诺福韦酯等完整丰富的产品系列，为目前国内第一家同时拥有

恩替卡韦和替诺福韦酯这两大抗乙肝病毒一线用药的企业。产品技术含量高、工

艺先进。凭借着产品优势、技术优势、人才及渠道等优势，公司已在核苷类抗乙

肝病毒药物领域建立了竞争优势。 

乙肝细分市场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公司在核苷类抗乙肝病毒药物领域建立的

竞争优势为项目实施提供了保障。 

（2）公司具备项目实施的综合管理体系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运营管理机制，持续改进基本流程并对

管理体系进行提升，逐步确立了以质量管理体系为主线，以环境管理、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企业标准化管理等管理标准相配套的综合管理体系，强化了信息化建

设，能够及时响应业务变化。多年来综合管理体系运行良好，企业发展迅速。 

与此同时，公司通过内部培养并不断吸收行业内人才，逐步打造成出一支技

术力量雄厚，具有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和新药开发经验丰富的现代制

药队伍，为新项目建设并与国际高水平接轨提供坚实的基础。 

（3）公司开展了充分的国际化项目实施准备工作 

为应对国际化战略，公司已开始对原有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进行逐步升级，

并聘请了专注于欧美 GMP 体系建设的业内专业咨询公司进行质量体系升级的指

导。相关专业机构已对公司开展了美国 FDA 等国际先进规范标准的相关法规以

及药典方面的系统培训，公司正逐步按照欧美标准对现有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

物料管理、设备管理、文件管理、计量、验证等体系进行重新规划和组织，相应

地调整组织机构和人员，并对文件体系进行梳理和修订。 

公司专门成立了国际认证办公室，聘请了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研发的管理和

技术工作，并与专注于欧美产品注册与 GMP 认证的业内专业咨询公司签署了合

作协议，指导公司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研发管理体系，同时协助公司完成未来相

关产品在欧美的产品注册申报与 GMP 认证。 

（4）公司在产品系列、技术、人才及渠道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充分保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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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施 

公司拥有完整丰富的产品系列，公司已经获准上市的核苷类抗乙肝病毒药物

产品包括阿德福韦酯、拉米夫定、恩替卡韦、替诺福韦酯等完整丰富的产品系列，

为目前国内第一家同时拥有恩替卡韦和替诺福韦酯这两大抗乙肝病毒一线用药

的企业。产品技术含量高、工艺先进。凭借着产品优势、技术优势、人才及渠道

等优势，公司已在核苷类抗乙肝病毒药物领域建立了竞争优势。 

公司拥有突出的技术创新能力，近三年研发投入分别为 2,626.06 万元、

6,819.31 万元和 7,533.25 万元，分别占营业收入的 8.50%、21.80%和 25.44%，投

入金额逐年增加，研发投入强度在同行业企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公司在核苷类抗

乙肝病毒药物领域取得了众多技术成果，自设立以来，本公司先后取得了 40 余

项发明专利。同时公司拥有高素质的技术研发队伍，通过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等

方式，建立了该领域一流的研发队伍。 

公司在企业管理、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生产质量管理等关键管理岗位上拥

有一批行业专家与优秀人才，其中多名成员曾在国际、国内知名医药企业任职多

年。这些行业专家与优秀人才熟悉医药行业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发展趋势，为

公司业务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公司在抗乙肝病毒药物领域多年耕耘，已经建立了遍及全国各省区的销售队

伍及覆盖全国各省会、市、县的销售网络及终端，并且与该领域的最优秀经销商

有着坚实的合作关系。通过多年的学术推广和品牌建设，公司已经在该领域的医

生和患者中树立了口碑，建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为公司未来收入的增长以及新

产品的市场导入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现有的销售渠道和终端上叠加新产品，有

利于提升新产品的边际贡献，为公司创造更大的效益。 

4、项目经济效益 

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5.99 亿元，建设期 2.5 年。根据项目规划，建成后，扣除

原料药中试车间，预计年平均净利润 12,515.21 万元，内部收益率 17.4%，投资

回收期为 7.6 年，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5、立项、土地、环保等报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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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制剂国际产业化建设项目和原料药国际产业化建设项目（含中

试车间）分别在福建宁德市柘荣县和邵武市进行实施；公司已取得项目所需土地

使用权。 

（2）本项目制剂国际产业化建设项目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取得了福建省宁

德市柘荣县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备案（闽发改备【2017】J07106 号），原料药国

际产业化建设项目于 2017年 8月 24日取得了福建省邵武市发展和科技局项目备

案（闽发改备【2017】H02092 号）。 

（3）本项目制剂国际产业化建设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取得了福建省宁

德市柘荣县环境保护局批复（柘环监【2017】表第 66 号），原料药国际产业化

建设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取得了福建省南平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环评批复

（南环保审函【2017】120 号）。 

（二）福州和睦家广生妇儿医院建设项目 

1、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目标：本项目拟通过与和睦家医疗合作在公司所在的福州市按照国

际高标准要求建设一座妇儿保健医院，项目建成后，拥有产科、妇科、儿科、产

后母婴康复（高端月子中心）等各类床位合计 326 张，可以提供高水平、一站式

高端妇儿健康服务。 

公司拟通过子公司福建广生医院有限公司下属福州和睦家广生妇儿医院有

限公司负责实施本项目，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3 年，总投资金额 5.83 亿元，具体

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额 比例 

1 建设投资 56,299.77 96.57% 

1.1 工程费用 51,492.65 88.32% 

1.1.1 其中：建安工程 38,284.25 65.67% 

1.1.2 设备购置 13,208.40 22.66%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292.19 7.36% 

1.3 基本预备费 514.93 0.88% 

2 铺底流动资金 2,000.00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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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投资 58,299.77 100.00% 

募集资金不足的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的方式解决。 

2、项目实施背景及必要性 

（1）项目实施是落实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打造地区人类遗传基因研究、生

殖科学、高端妇儿医疗产业链的重要举措 

鉴于“全面二胎”实施和上一轮“婴儿潮”适龄人群生育高峰期相互叠加，

使得区域妇儿健康服务资源日趋紧缺，高端妇儿健康服务市场潜力巨大，同时政

策环境对社会资本投资高端专科医院大力鼓励和扶持，因此，公司计划在打造肝

药领域国际产业化能力的同时，发挥区位优势，逐步布局地区医疗服务领域，通

过聚合全球领先技术和资源，打造地区人类遗传基因研究、生殖科学、高端妇儿

医疗产业链，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2015 年，公司抓住拓展机会，与“博奥生物”合资成立了福建省首个基因

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福建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先行布局了人类遗传

基因研究检测。2017 年，公司又与国际移植前基因诊断领域领先机构“RGI”达

成全面合作，计划共同推进生殖科学相关领域国际医疗技术以及 RGI 品牌的本

土化发展。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与“和睦家医疗”合作建设一座符合国际

认证标准的妇儿健康医院，形成高品质的妇儿健康服务能力。项目实施将为公司

上述已布局的人类遗传基因研究检测和生殖科学技术的后续应用发展提供支撑

平台，是公司打造人类遗传基因研究、生殖科学、高端妇儿医疗产业链，形成以

高端医疗技术和高端医疗服务为支撑的区域高端妇儿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 

（2）项目实施可以进一步加强地区妇儿健康服务资源，弥补高端妇儿健康

服务资源短缺问题，助力地区妇儿健康服务水平的提升 

根据福建省政府发布的《福建省“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专项规划》（2016

年）要求，在“十三五”期间需要进一步加强全省妇儿健康工作，促进出生人口

素质和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福州市从 2016 年初起实施“全面二胎”政策，

不少家庭把生育第二个宝宝纳入了计划，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妇儿健康服

务资源日趋紧张。根据福州市政府发布的《福州市“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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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规划》，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福州市出生人口数量将大量增加，产科、

儿科的医疗服务需求将激增。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拟与具有丰富高端妇儿健康服务经验的“和睦家医疗”

合作实施高端妇儿医院项目。该项目设计产科、妇科、儿科、母婴康复等各类床

位 326 张，项目建成后可以进一步加强福州市及周边地级市的妇儿健康服务能

力，缓解所在区域妇儿资源紧缺局面。与此同时，项目定位为高端妇儿健康服务，

有助于弥补本地区高端妇儿健康服务短缺的情况，促进本地区优化妇儿健康服务

资源配置、加强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完善妇儿健康服务模式。项目实施作为公司

打造人类遗传基因研究、生殖科学、高端妇儿医疗产业链的一部分，也将为本地

区导入妇儿健康服务、出生缺陷防治等领域的最新理念和技术，助力地区妇儿健

康服务水平的提升。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项目得到了各级政策的大力支持，符合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政策导向，

契合地区的发展规划 

本项目建设得到妇儿健康服务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妇儿健康服务一直以来

都受到国家各级政策高度关注并大力扶持，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卫生与健

康规划》（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16 年）、福建省政

府发布的《福建省“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专项规划》（2016 年）、《“健

康福建 2030”行动计划》（2017 年）等卫生健康相关的最新政策均将保障妇儿

健康，加强妇儿健康服务能力列为重点工作任务。本项目拟建设一座国际标准、

高效便捷、全方位、个性化的一站式高端妇儿医院，符合妇儿健康服务相关政策

的关注重点以及《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提出的“优

化妇幼健康服务资源配置、加强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完善妇幼健康服务模式”的

妇儿健康服务具体要求。 

本项目建设符合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政策导向。根据国务院 2015 年发布的《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公立医院提供

特需服务的比例不得超过本院医疗服务资源的 10%”。由于公立医院在高端医疗

服务方面的相对局限性，高端妇儿健康服务这类高端专科医疗预计将主要由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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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民营医院提供。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积极扶持社会

办医，鼓励社会资本在高端专科领域的投入。福建省及福州市人民政府相继出台

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15 年）、《福建省 2017 年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2017 年）、《福州市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16 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社会办医的实施意见》（2016 年）等支持政策，相关政策对在福州市地区发展

社会办医提出了具体功能定位，具体包括：“①引导营利性医疗机构走高端化、

多样化、差别化路子；②把福州新区作为社会办医重点区域，优先支持境外组织

和个人在福州新区开办中外合资、合作医院；③优先支持举办妇幼儿童等急需的

健康服务机构和特需医疗服务机构；④优先支持大型医疗集团和国际知名品牌医

疗实体到我市设立医疗机构，满足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本项目将与和睦家医

疗合作在福州市滨海新城建设高端妇儿医院，符合福州市关于社会办医的具体功

能定位。 

本项目建设契合地区的发展规划。本项目拟在福州市滨海新城建设实施，位

于福州市老城区半小时生活圈内。滨海新城是福州市“东进南下”的战略发展方

向，也是引领福州发展的新龙头、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新标志。滨海新城以“创新

高地、开放门户、宜业家园、生态绿城”的发展定位，将重点发展以大数据为核

心的健康医疗产业、互联网产业等新兴产业。本项目的实施契合福州市以及滨海

新城的长期发展规划。 

（2）项目定位于区域高端妇儿健康服务，差异化发展弥补地区需求缺口，

市场前景广阔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与我国上一轮“婴儿潮”（1986 年至 1990 年期间）

出生的人群逐渐进入适龄婚育阶段相叠加，推动了福州市地区出生人口数量加快

增长，妇儿健康服务供需矛盾增加。此外，福州市作为省会城市同时也是福建省

北部区域医疗中心，医疗资源还辐射了周边宁德、南平、三明、平潭综合试验区

等地，使得本地市的妇儿健康服务资源更显紧缺。在地区妇儿健康服务医疗资源

紧缺的情况下，现有地区妇儿医疗机构以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为主，高端妇儿

健康服务资源较为匮乏。而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全面二胎政策下高龄产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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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上升，安全舒服的就诊环境、亲切耐心的就诊体验、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生育

服务等高端条件和服务受到更多青睐。福建省传统“多子多福”生育文化浓厚，

高端妇儿健康服务市场渗透率较高。未来几年随着地区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本

地区高端妇儿健康服务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本项目定位为福州地区高端妇儿健康服务，并依托福建北部区域医疗中心地

位辐射周边地级市，项目建成投入后将能够有效弥补区域高端妇儿健康服务的需

求缺口，抓住地区妇儿健康医疗服务水平升级发展的机遇，具备广阔的市场需求

前景。 

（3）公司具备区位优势，前期已通过合作投资方式布局区域医疗检测服务，

为本次继续合作拓展区域妇儿健康医疗服务奠定了基础 

公司是福建省第一家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民营药企，依托在肝药领域形成的

市场地位，已在所在区域的医疗卫生领域奠定了一定的行业影响力，并积极助力

本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2015 年，公司与“博奥生物”合资成立福建博奥

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该合资公司是全国首批 27 个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

之一，也是福建省首个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通过投资该合资公司，公司

在所在地区布局了人类遗传基因研究，打造了基因检测平台，可提供孕产妇、出

生儿缺陷等基因检测服务，为继续发展其他医疗服务奠定了技术服务基础，同时

积累了在医疗服务领域合作投资的经验。 

本项目拟在公司所处的福州市实施，将充分依托公司的区位优势、管理资源

和上述经验基础，同时公司已与“博奥生物”、“RGI”合作布局的遗传基因检

测、生殖科学，未来将与高端妇儿医院有效衔接，形成覆盖人类遗传基因研究、

生殖科学、高端妇儿医疗产业链，为地区妇女儿童提供基于遗传基因检测、生殖

科学技术的出生缺陷防治等新技术医疗服务。 

（4）项目拟采用合作方式开展，与行业内具备丰富经验的领先企业“和睦

家医疗”合作实施，为顺利营业和市场推广提供了品牌、技术、人员、设备等

方面的保障 

在前期通过合资布局地区人类遗传基因检测医疗服务的运作经验基础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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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募投项目拟继续采用合作开展模式，计划与和睦家医疗合作实施。和睦家医疗

是在华具备高水平的开拓性医疗机构，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在高端妇

儿健康服务领域具备丰富的运营经验以及出众的口碑，旗下北京和睦家医院有限

公司、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上海和睦家医院有限公司、天津和睦家医

院有限公司、广州市和睦家越秀门诊部有限公司为拥有 JCI 认证的医疗机构；北

京和睦家医院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同时拥有 JCI 与 CAP 认证的医疗机构。 

和睦家医疗丰富的医疗服务经验以及在中国积累的出众口碑，为实施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项目顺利营业提供了品牌、技术、人员、

设备等方面的保障。与此同时，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在人类遗传基因研究、生殖医

学领域进行的有序布局，也将为医院的运营提供高端技术支撑，为医院市场推广

打造竞争亮点和竞争优势。 

4、经济经济效益 

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5.83 亿元，预计建设期为 3 年。根据项目规划，建成后，

预计年平均净利润 10,173.73 万元，内部收益率为 13.7%，投资回收期为 9.8 年，

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5、立项、土地、环保等报批事项 

本项目将在福州市新区滨海新城实施，本项目将在福州市新区滨海新城实

施，目前已履行招拍挂程序并与福州市长乐区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 

本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取得了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发展和改革局项目

备案（闽发改备【2017】A07189 号），并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取得了福州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意设置福州和睦家广生妇儿医院的批复（榕卫审批证

【2017】45 号），并于 2018 年 1 月 4 日取得了福州市长乐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意

见（长环评【2018】2 号）。 



 

13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

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国际化制药基地建设项目实

施有助于公司具备达到国际化标准的产业化能力，实现核心品种在欧美国家的注

册认证，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弥补未来产能缺口，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

综合竞争力；福州和睦家广生妇儿医院建设项目实施有助于公司打造人类遗传基

因研究、生殖科学、高端妇儿医疗产业链，加快构筑地区综合性医药医疗产业优

势，保障公司战略实施。综上，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以及巩

固行业中的地位，实现主营业务的做大做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结构，

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及公司筹集活

动现金流入将有较大幅度增加，盈利能力逐步提高，整体实力得到增强。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围绕公司战略和主业，募集资金项目顺利实施

后，公司在相关领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将进一步得以提升，公司主营业

务规模将有效扩大，从而能够更好地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但由于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因此短期内不排除公司每股

收益被摊薄的可能性。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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