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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
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54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关注函中
提到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关注函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1.《回复公告》显示，你公司未与辉瑞公司（Pfizer）签署任何合作协议，
与其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未向辉瑞公司供应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公司卡
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的客户主要为国内客户及印度客户，无法确定是否间接供
给辉瑞公司。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与辉瑞公司新冠口服药产品
之间存在的具体关联。
回复：
根据《Science》杂志（ DOI: 10.1126/science.abl4784）上发表的研究结果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团队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发布的《关注辉瑞新冠
药物中间体-异戊烯醇、菊酸》的报告内容，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从工艺流程
上可用于合成辉瑞公司新冠口服药帕罗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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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维德原料药工艺流程图（简化版）

注：帕罗维德原料药的合成工艺流程一共有 18 步反应，以上为简化工艺流程图，用于
说明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与帕罗维德原料药的具体关系。

公司拥有合成卡龙酸酐的一种合成工艺专利（专利号：ZL.201410364816.2），
合成卡龙酸酐还存在其他合成工艺路线。根据中金公司的上述报告内容：“卡龙
酸酐可通过菊酸氧化、环合得到，也可由异戊烯醇（3-甲基-2-丁烯-1-醇）为原
料生成环丙烷、氧化降解、环合得到。按照现有文献初步测算，我们认为合成
PF-07321332，卡龙酸酐单耗在 1.8-2.0；若采用菊酸路线，菊酸单耗为 3.5-4；
若采用异戊烯醇路线，异戊烯醇单耗 2.2-2.5”。PF-07321332 即辉瑞公司抗新冠
病毒药物帕罗维德原料药。中金公司的上述报告中还列示了国内其他 3 家公司卡
龙酸酐合成工艺的相关情况。由于国内化工企业众多，不排除存在其他公司拥有
除上述几种以外的卡龙酸酐合成工艺路线的可能性。公司不是国内唯一具有卡龙
酸酐及其衍生产品合成工艺的厂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
投资。
根据公开信息，帕罗维德目前的合成工艺需要使用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
但仍存在因未来医药技术迭代导致合成工艺不再使用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被
疗效更好的新药替代以及投放市场以后药品的疗效、销量不及预期、不良反应等
情形，导致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如果公司卡
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未来下游需求量减少，或行业内其他厂商供给量大幅增加，
可能会出现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形，可能对公司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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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未与辉瑞公司签署任何合作协议，与其不存在
任何合作关系，未向辉瑞公司供应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公司卡龙酸酐及其衍
生产品的客户主要为国内客户及印度客户，无法确定公司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
是否间接供给辉瑞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2）你公司于 11 月 4 日在官方网站公布“研发生产的医药中间体卡龙酸酐
商业化量产工作顺利，目前月产规模达到 20 吨”，请补充说明卡龙酸酐实现量
产的具体时点，前述发布信息是否属于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应
披露的重大事项及判断依据，如是，请说明未以临时公告披露的原因及合规性。
回复：
公司卡龙酸酐实现量产的时点为 2021 年 10 月 25 日。
截止至 2021 年 11 月 4 日，公司卡龙酸酐产品的在手订单不超过 1,500 万元
（不含税），占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比例约为 0.5%-1%，占比较小，且该
产品毛利率较低，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造成重大影响，未导致经营方针、经
营范围、外部条件或者生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卡龙酸酐为公司众多医药中间体产品之一，公司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其商业化
量产的资讯属于公司主营业务开展过程中的正常市场推广行为。因此，公司认为
前述发布在公司官网的卡龙酸酐量产信息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3）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卡龙酸酐相关产品生产线的投资建设情况、产能利
用率、产能扩张计划以及是否具备迅速扩产能力，并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你公
司产能情况等预计相关产品销售对你公司未来期间的财务、经营成果可能产生
的具体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公司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生产线是通过对现有生产设备进行改造而来，截
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生产线改造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639.96 万元。
公司拥有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产能合计约 20 吨/月，近期产能利用率为
70%-80%，产能利用率将根据市场需求、订单情况动态调整。上述卡龙酸酐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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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产品生产线由于生产场地、合成工艺等原因，不具备扩产能力。
公司正在研究筹划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的产能扩张事宜，将根据卡龙酸酐
及其衍生产品的市场需求、订单情况决定是否扩产。
近年来国家及地方对于化工行业出台了不少的政策与规划，化工新建（扩产）
项目能否获得有关部门批准，或能获得有关部门批准但申请耗时较长等事宜存在
不确定性，因此公司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是否可以实现扩产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1 年度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的销售收
入 2,700.73 万元（不含税），占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比例约为 1%-2%，
占比较小，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在手订单金额合计为 6,354.08 万元（不含税），
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如未来公司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
品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化，订单、销售额或利润贡献等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风险提示：
公司拥有合成卡龙酸酐的一种合成工艺专利（专利号：ZL.201410364816.2），
合成卡龙酸酐还存在其他合成工艺路线。中金公司的上述报告中还列示了国内其
他 3 家公司卡龙酸酐合成工艺的相关情况。由于国内化工企业众多，不排除存在
其他公司拥有除上述几种以外的卡龙酸酐合成工艺路线的可能性。公司不是国内
唯一具有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合成工艺的厂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截止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未与辉瑞公司签署任何合作协议，与其不存在
任何合作关系，未向辉瑞公司供应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公司卡龙酸酐及其衍
生产品的客户主要为国内客户及印度客户，无法确定公司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
是否间接供给辉瑞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1 年度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的销售收
入 2,700.73 万元（不含税），占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比例约为 1%-2%，
占比较小，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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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在手订单金额合计为 6,354.08 万元（不含税），
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如未来公司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
品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化，订单、销售额或利润贡献等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根据公开信息，帕罗维德目前的合成工艺需要使用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
但仍存在因未来医药技术迭代导致合成工艺不再使用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被
疗效更好的新药替代以及投放市场以后药品的疗效、销量不及预期、不良反应等
情形，导致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如果公司卡
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未来下游需求量减少，或行业内其他厂商供给量大幅增加，
可能会出现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形，可能对公司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2. 《回复公告》显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汪新芽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900 万股，减持比例 1.97%，减持均价 7.24
元。请你公司向股东核实并说明此次减持的原因及资金用途，是否存在涉嫌内
幕交易的情形，你公司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配合炒作股价情形。
回复：
1）汪新芽女士为公司创始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首发上市前取得，自公司 2011 年 9 月 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来，
汪新芽女士仅于 2015 年 5 月减持公司股份 200 万股。2021 年 11 月 30 日，汪新
芽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900 万股，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主要原因
为归还贷款、对外投资等个人资金需求。
公司董事会确认，汪新芽女士上述减持股份期间，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内幕信息保密要求，未与汪新芽女士谈及
任何涉及公司财务相关信息及未经公司披露的重要信息或敏感信息。
汪新芽女士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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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依据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经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
上股东确认，上述主体及其相关关联方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存在使用
他人账户或指使他人炒作公司股票的情形，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操纵公司股价的
情形。
2）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利用信息披露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公司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前期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股票交易
严重异常波动、停牌核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等相关事宜及时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披露信息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公司在上述事项的相关公告文件中详细披露了核查说明并充分提示
风险。
同时，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关于“卡龙酸酐”相关的提问时，已多
次向投资者提示“公司卡龙酸酐产品相关情况未达到披露标准”、“公司产品相关
情况请以公告为准”、“目前公司卡龙酸酐产品的销售收入占公司年度营业总收
入的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并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因此，公司不存在利用信息披露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已披露的风险因素，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提高风险意识，切忌盲目跟风。

3. 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说明近期外部市场环境、你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并结合市场及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你公司生
产经营现状等有关情况，分析你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的原因、与公司经营业
绩等基本面情况是否匹配，并就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公司近期外部市场环境及生产经营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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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定位于生命健康领域内专业的科技型企业，既提供高端定制研发生产服
务（CDMO)，也提供高质量的绿色健康产品。公司 CDMO 业务服务于世界级企
业客户，为其提供创新农药中间体、医药中间体高端定制研发生产服务。经核查，
近期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市场格局、供求关系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产品以农药中间体产品为主，医药中间体产品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低。详见
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营业收入构成等相关内容。
经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外部市场环境及生产经营均未发生重
大变化。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2）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的原因
（1）农药中间体行业发展趋势
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2025 年农药中间体行业深度市场调
研及投资策略建议报告》显示，我国是农业大国，国内市场对农药及农药中间体
的需求量庞大，2020 年，我国农药中间体需求量已达到 435 万吨，市场规模达
到 1300 亿元。整体来看，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深入，农药中间体
消费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2015-2019 年，我国农药中间体新增企业数量呈上升态势，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2020 年，农药中间体新增企业数量大幅减少，2021 年上半年延续下降趋
势。由于目前我国农药中间体产业发展已进入成熟期，市场需求及供应较为稳定，
因此未来农药中间体产能大幅增加的可能性较小，但随着科技技术进步，以及市
场需求升级，农药中间体产业结构将有所优化，未来农药中间体产业发展将不断
向环保化、高端化以及绿色化方向升级。
（2）医药中间体行业发展趋势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1 年中国医药中间体行业市场规模及发展
前景预测分析》，受全球医药市场快速发展推动，在药品价格竞争激烈的背景下，
出于成本控制考虑，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产业有向具备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
移的需要。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具有较好的原料药和中间体技术基础，
成为承接全球原料药转移的重点地区。我国企业的上述成本优势，与国内基础化
工产业和劳动力供应的相对成熟以及常规制药设备的配套齐全等因素一起，构成
了我国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产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核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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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1 年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分析报告-市场竞争现状
与未来商机分析》显示，2019 年我国医药中间体市场规模达 1,996 亿元，2020
年我国医药中间体市场规模达 2,090 亿元，同比增长 4.71%。
展望未来，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医药中间体生产和出口地区，不仅受益于国
内医药市场的发展，还受益于全球医药市场的发展，随着医学的进步，国内乃至
全球药品研发生产有望持续增长，医药中间体的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预计 2021
年国内医药中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2,200 亿元，预计到 2026 年我国医药中间体
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2,900 亿元。
公司所处农药中间体行业、医药中间体行业前景向好，但不会对公司近期生
产经营及业绩造成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
险。
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0,424.9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75.2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03%，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2,300.76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6.88%。公司主营业务平稳发展，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自 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8 日连续 7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 105.6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交易特别规定》第 4.3 条
之规定，前述情形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股价涨幅显著高于公
司基本面变化程度，与公司目前基本面不匹配。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截止至 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19.16 元/股，动态市盈率 91.82
倍。本公司和有代表性的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动态市盈率和区间涨跌幅及其平均
值如下表：
区间涨跌幅
动态市盈率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截止 2022 年 1 月 4 日

（2021 年 12 月 20 日-2022
年 1 月 4 日）

300261

雅本化学

91.82

159.62%

002250

联化科技

45.16

-4.99%

300575

中旗股份

28.36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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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58

利尔化学

21.50

2.62%

002326

永太科技

87.80

-8.44%

399102

创业板综

--

-2.82%

风险提示：公司短期内股价上涨幅度较大，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公
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受多重因素影响，公司短期内股价涨幅较
高，与同期创业板综指偏离度较大，且高于行业板块和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同
期涨幅。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二级市场炒作风险。请广
大投资者审慎决策、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4. 你公司认为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风险提示：
1、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已披露的风
险因素。资本市场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市场，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
形势、行业政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金融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氛围、投资者
心理预期等多元因素影响，对此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
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风险因素，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提高风险意识，切忌盲目跟风。
2、公 司 拥 有 合 成 卡 龙 酸 酐 的 一 种 合 成 工 艺 专 利 （ 专 利 号 ：
ZL.201410364816.2），合成卡龙酸酐还存在其他合成工艺路线。详情可查阅中
金公司化工团队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发布的《关注辉瑞新冠药物中间体-异戊烯
醇、菊酸》。
3、某一新药在其出现之前一般都存在适应症相似的其他药物，它们互为替
代品，因此这一新药进入市场后一般都与已有的产品产生竞争关系。同时由于医
药技术创新的不断迭代，还存在会被疗效更好的新药替代的风险。同时，可能还
存在新药投放市场以后药品的疗效不及预期、销量不及预期以及不良反应等风险。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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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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