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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生命营养品、特色原料药及

制剂出口基地建设项目》部分实施内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生命营养品、特色原料药及制剂出口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情况 

按照公司《十二五规划》的战略发展思路，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现有产品市场竞

争力，促进公司快速发展，2012 年，根据公司五届十六次董事会、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原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2014年年底

已被公司吸收合并，变更为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昌海生物分公司，以下称“昌海

生物”）为建设主体，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自筹资金，实施生命营养品、

特色原料药及制剂出口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昌海生物工程项目”），计划通过

在昌海生物逐步新征土地，将公司生命营养品、原料药及制剂生产进行统一规划和

集中，并通过工艺优化及装备升级，以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生产技

术水平，发挥公司综合竞争优势。 

昌海生物工程项目建设主要包括生命营养类产品、制剂出口基地、原料药等三

大类 22个子项目，预计总投资 291,204.58万元，具体子项目实施内容如下： 

细分项目 产品名称 预计产能 

生命营养类产品项目 

高含量维生素 E 20,000 吨/年 

天然维生素 E 500 吨/年 

生物素 100 吨/年 

维生素 A 1,500 吨/年 

维生素 D3 300 吨/年 

制剂出口基地项目 

口服固体制剂 30 亿粒/年 

软胶囊保健品 10 亿粒/年 



  

乳酸左氧氟沙星大容量注

射剂（软袋） 
5,000 万袋/年 

头孢类冻干粉针剂 100 万瓶/年 

碳青霉烯类冻干粉针剂 100 万瓶/年 

头孢类口服固体制剂 7.75 亿粒/年 

免疫抑制剂类口服固体制

剂 
5 亿粒/年 

免疫抑制口服溶液 100 万瓶/年 

按国际规范建设的原料药 

产品项目 

去甲金霉素 80 吨/年 

米诺环素及替加环素 10 吨/年 

达托霉素 2 吨/年 

左氧氟沙星 200 吨/年 

头孢唑兰 2 吨/年 

头孢卡品酯 10 吨/年 

碳青霉烯类厄他培南 3 吨/年 

西罗莫司及他克莫司 100 公斤/年 

氯吡格雷 10 吨/年 

 

二、 公司昌海生物工程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017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准，公司于 2012年 8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7,000万股，每股发行价 18.3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28,310.00万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 2,992.51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25,317.49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

后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量及项目建设轻重缓急先后顺序，将募集资金优先考虑用

于高含量维生素 E、天然维生素 E和维生素 A三个子项目。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完成投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26,181.42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有关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投资额（元） 

高含量维生素 E 1,204,880,115.65 

天然维生素 E 20,121,021.14 

维生素 A 36,813,102.87 

合  计 1,261,814,239.66 

 

公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建设昌海生物工程项目中的高含量维生素 E、维生

素 A、天然维生素 E等主要子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三、 目前公司昌海生物工程项目整体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承诺的项目投资计划，公司昌海生物工程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291,204.58万元，除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外，剩余部分由公司自

筹资金解决。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昌海生物工程项目已累计投入216,980.1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126,181.42万元，非募集资金（公司自筹）投入 90,798.68

万元。有关公司昌海生物工程项目的现有实施情况如下： 

细分项目 产品名称 
资金来源 

项目现有状态 
募投 

 

 

 

自筹 

生命营养类产品项目 

高含量维生素 E √ √ 已建成投产 

天然维生素 E √ √ 正在建设，准备投产 

生物素 -  暂缓，未实施 

维生素 A √ √ 正在建设，准备投产 

维生素 D3 - √ 正在建设 

制剂出口基地项目 

口服固体制剂 - √ 正在建设 

软胶囊保健品 - √ 正在建设 



  

乳酸左氧氟沙星大容量注

射剂（软袋） 
- √ 异地实施 

头孢类冻干粉针剂 -  暂缓，未实施 

碳青霉烯类冻干粉针剂 -  暂缓，未实施 

头孢类口服固体制剂 -  暂缓，未实施 

免疫抑制剂类口服固体制

剂 
-  暂缓，未实施 

免疫抑制口服溶液 -  暂缓，未实施 

按国际规范建设的原料

药产品项目 

去甲金霉素 - √ 正在建设 

米诺环素及替加环素 - √ 正在建设，准备投产 

达托霉素 - √ 正在建设 

左氧氟沙星 - √ 正在建设，准备投产 

头孢唑兰 -  暂缓，未实施 

头孢卡品酯 -  暂缓，未实施 

碳青霉烯类厄他培南 -  暂缓，未实施 

西罗莫司及他克莫司 -  暂缓，未实施 

氯吡格雷 -  暂缓，未实施 

 

公司昌海生物工程项目涉及的子项目较多，其中高含量维生素 E已建成投产；

天然维生素 E、维生素 A、米诺环素及替加环素、左氧氟沙星等 4 个子项目已按计

划实施，正在建设中，计划 2015 年 9 月底前试生产；维生素 D3、口服固体制剂、

软胶囊保健品、去甲金霉素、达托霉素等 5个子项目因设计施工方案调整等原因，

实际建设进度晚于计划进度，预计将在 2016 年 6 月底之前陆续投产；乳酸左氧氟

沙星大容量注射剂（软袋）项目鉴于左氧氟沙星注射液（袋装）销售增长较快，目

前产能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为抓住市场机遇，根据《浙江医药董事会

对董事长的授权细则》，公司决定异地在公司下属新昌制药厂组织实施，预计总投

资 9627.75 万元，将新增大容量注射剂产能 5000 万袋。生物素、头孢类冻干粉针

剂、碳青霉烯类冻干粉针剂、头孢类口服固体制剂、免疫抑制剂类口服固体制剂、



  

免疫抑制口服溶液、头孢唑兰、头孢卡品酯、碳青霉烯类厄他培南、氯吡格雷、西

罗莫司及他克莫司等 11 个子项目由于产品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以及公司产品

战略调整等原因，公司需要对上述 11 个子项目的可行性重新进行评估，故为控制

项目投资风险，公司暂缓实施了上述 11个子项目。 

四、 公司昌海生物工程项目调整内容和具体原因 

近年来，受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面临较为

不利的外部环境，经营效益下降，资金压力加大，为实现公司稳健发展，控制财务

风险，充分考虑未来几年能够承受的经营压力，减少投资风险，公司近期经充分论

证，决定调整业务产品发展规划，适当缩减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因此，针对公

司昌海生物工程项目中生物素、头孢类冻干粉针剂、碳青霉烯类冻干粉针剂、头孢

类口服固体制剂、免疫抑制剂类口服固体制剂、免疫抑制口服溶液、头孢唑兰、头

孢卡品酯、碳青霉烯类厄他培南、氯吡格雷、西罗莫司及他克莫司等 11 个尚未实

施的子项目，公司进行了全面评估和论证，认为上述 11 个子项目虽然总体上仍符

合公司产品发展方向，但鉴于公司现有资金状况，以及提升主导产品市场竞争力的

需要，公司决定目前暂不实施上述 11 个子项目，待行业回暖和公司经营效益转好

后再择机启动项目建设。因此，公司将对昌海生物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内容进行调

整，不再实施生物素、头孢类冻干粉针剂、碳青霉烯类冻干粉针剂、头孢类口服固

体制剂、免疫抑制剂类口服固体制剂、免疫抑制口服溶液、头孢唑兰、头孢卡品酯、

碳青霉烯类厄他培南、氯吡格雷、西罗莫司及他克莫司等 11 个子项目，同时根据

项目实际投入情况，结合项目实施内容的调整，重新测算项目投资金额。 

五、 调整后的昌海生物工程项目情况 

公司昌海生物工程项目调整后的投资总额为 254,584万元，具体实施内容如下： 

细分项目 产品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万元） 

截止2014年12月

31日已投入金额

（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万元） 

生命营养类产品项目 

高含量维生素 E（注） 150,000 167,593.17 120,488.01 

天然维生素 E 8,400 7,170.84 2,012.10 



  

维生素 A 17,550 11,422.39 3,681.31 

维生素 D3 4,900 2,383.26 - 

制剂出口基地项目 

口服固体制剂 20,000 985.20 - 

软胶囊保健品 20,000 1,011.75 - 

按国际规范建设的原

料药产品项目 

去甲金霉素 6,805 6,581.52 - 

米诺环素及替加环素 10,788 10,584.37 - 

达托霉素 10,208 4,387.46 - 

左氧氟沙星 5,933 4,860.13 - 

合计  254,584 216,980.10 126,181.42 

注：年产 20000 万吨高含量维生素 E 项目实际投入超过预计总投资额的原因：因该项目大量应

用最新技术，采用了连续反应代替间歇反应，自动化控制率大幅度提高，从而达到了技术升级、

机器换人的目的；同时采用绿色化生产工艺，从源头上减少三废产生量，废弃物实现资源再生，

达到废物大部分循环回收回用的目标。这些措施的实施，使该项目的技术经济水平得到较大幅

度的提升，生产过程的安全性及环保有效性得以加强，当然也增加了该项目的投资额。 

根据公司现有项目投资计划，预计公司昌海生物工程项目将在 2016 年 6 月底

之前陆续建设完成并投入生产。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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