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昆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

2017 年 6 月 30 日出具《关于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核查意见》，同意昆药集团将“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

有限公司增资项目”。2017 年 8 月 18 日出具《关于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变更后募投项目“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预先已

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同意昆药集团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变更后

募投项目“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相关

规定，公司需取消将“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取消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变更后募投项目“对昆药集团医药

商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现根据国家《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工业 4.0规划，及公司内部长远发展需求，经公司八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决

议，公司拟将“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

项目”。东海证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昆药集团拟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原项目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792 号文核准，昆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3 年采用向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6,954,17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5.9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9,999,976.69 元，扣除发行费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80,930,022.51 元。

公司 2013 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原定计划投资 10,000 万元用于“创新药物研

发项目”建设，由于公司规划布局调整，项目工程建设暂未正式开展。根据公司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拟将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为“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

基地一期建设项目”，本次变更投向金额占公司 2013 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



筹资额的 14.69% 。 

二、原创新药物研发项目的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备案名称“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项目原计划由公

司在云南省昆明呈贡工业园区七甸片区购置土地建设实验室、中试平台并配套建

设道路、停车场、污水处理池等公用及服务设施，购置相关仪器设备，开展创新

药物研发等，项目建设时间为 2011-2018 年，总投资 9,657.73 万元，其中建设

工程费用为 5,397.12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 3,931.99 万元，预备费为 279.87

万元，其他费用为 48.75 万元。因项目原定建设地点水电、环保设施等经考核长

期难以达到预定建设条件，且考虑公司未来整体布局，项目在昆药生物医药科技

园筹建时变更至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新城产业园内筹备建设，该地点变更事宜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但由于公司规划布局调整，项目工程建设部分暂未正式开展。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发生支出 3,738.67 万元，其中 568.33 万元为研究试验费，3,078.00

万元为马金铺 7 号地的地价款，92.34 万元为马金铺 7 号地的契税款，未使用募

集资金 6,261.33 万元，存储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开

设的账号为 53001885436051005197 募资基金专户。 

三、变更项目的具体原因 

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原计划新建实验室、中试平台，购置相关仪器设备，开展

创新药物研发，项目不产生直接收益，但可提升公司的研发实力和整体运营能力，

为公司的可持续经营和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项目于 2011 年立项设计，因建

设用地调整及公司整体搬迁布局规划延后至今尚未正式开展工程建设，随着国内

药物研发技术水平的提升，原规划建设的实验室及中试平台的技术水平及购买的

设备已不能够满足公司现有研发项目的技术需求，因此，公司将对研发资源进行

整合及系统规划布局后另行拟定建设计划。 

四、变更后项目的基本情况 

随着电子签名、数据完整性、质量一致性、全过程质量追溯等监管要求的不

断提升，制药工业实施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朝工业 4.0 方向发展，推行药品智能制

造的新模式是必然的趋势。为响应国家《中国制造 2025》战略，加快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公司积极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加

强质量控制、降低成本和质量风险。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天然植物药提



取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被列为 2017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为实现公司营收收入、净利润的结构主要比重向口服制剂转型的战略目标，

需要整合集团口服剂分厂、版纳药业、血塞通药业、贝克诺顿及海外事业部的现

有产品，同时考虑研发平台的在研口服剂产品、拟引进产品，执行上市许可持有

人制度（委托生产）的可能性，解决目前集团公司各生产板块面临的口服固体制

剂产品产能不足、设备老化、GMP 风险等问题。 

根据公司发展需求及国家政策指引，拟建设昆药集团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

基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需求。公司计划将募投项目“创新药物研发项目”的资金

10,000 万元变更为“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的部分资金来源，

原已投入“创新药物研发项目”部分募集资金，除地价及相关税费款 3,170.34 万元

外的其他投入 568.33 万元，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补足。 

1、项目名称：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2、项目性质：新建 

3、项目资金用途：建设集团公司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并配套建设

道路、仓库、综合建筑等公用及服务设施。 

4、具体建设项目： 

拟建地点：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B-4-2-1 地块（7 号地块）。 

5、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指标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一 项目用地面积 40,000.00 m
2
  

1.1 建筑占地面积 7,400.00 m
2
  

 综合楼 500.00 m
2
  

 综合制剂产品一车间 4,500.00 m
2
  

 立体库房 2,400.00 m
2
  

 锅炉房 300.00   

1.2 建筑面积 21,700.00 m
2
  

 综合楼 1,000.00 m
2
 2 层 

 综合制剂产品一车间 18,000.00 m
2
 4 层 

 立体库房 2,400.00 m
2
 1 层 

 锅炉房 300.00   

1.3 绿地面积 3,000.00 m
2
  

1.4 道路广场面积 5,000.00 m
2
  

1.5 围墙 600.00 m  

二 容积率 0.54   

三 绿地率 8%   

四 项目总投资 58,430.03 万元  



序号 项目指标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建设投资 20,034.09 万元 34.29% 

 工程费用 15,563.75 万元 77.69%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970.34 万元 19.82% 

 预备费用 500.00 万元 2.50% 

2 建设期利息 0.00 万元 0.00% 

3 流动资金 38,395.94 万元 65.71% 

五 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58,430.03 万元  

1 企业自筹 58,430.03 万元 100.0% 

2 外部融资 0.00 万元 0.0% 

六 项目收益    

1 营业收入 201,385.07 万元 经营期内均值 

2 税金及附加 19,669.51 万元 经营期内均值 

3 利润总额 31,135.00 万元 经营期内均值 

4 净利润 26,464.75 万元 经营期内均值 

5 总投资利润率 53.29%   

6 总投资利税率 45.29%   

七 项目财务指标    

1 
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前) 29.06%   

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25.40%   

2 
投资财务净现值(税前) 86,544.13 万元  

投资财务净现值(税后) 87,919.56 万元  

3 
投资回收期(税前) 9.19 年 含建设期 

投资回收期(税后) 9.72 年 含建设期 

6、其他：公司管理团队将对实施方案进行进一步细化完善。 

五、项目变更后的风险 

本次新建项目具有因项目建设不能按时完工的风险，以及具有因市场、政策

变化导致经营业绩下降等系统性经营风险。公司将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提升管理

人员管理水平，持续关注对宏观经济和行业政策的分析研究，顺应国家政策新环

境，强化政府事务工作，减轻行业政策变化风险带来的影响。 

六、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概况 

原募投项目“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

设项目”后，公司 2013 年度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为：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

额（万元） 

1 高技术针剂示范项目 20,093 

2 对子公司西双版纳版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项目 2,500 



3 对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投资项目 4,390 

4 Diabegone（长效降糖药）研发项目 8,110 

5 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10,000 

6 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 23,000 

合计 68,093 

七、关于取消“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资”的相关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相关规

定，“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议案、

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变更后募投项目“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

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通过的事项不再实施。公司对昆药集团医药

商业有限公司的增资款 10,000 万元以自有资金解决。 

八、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中所涉具体投资项目

已明确，将募投项目“创新药物研发项目” 变更为“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

期建设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该事项还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投资于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也符合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创新药物研

发项目” 变更为“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的计划，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创新药物研发项目” 变更为“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

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新项目中所涉的具体投资项目已明确，并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投资于公司主营业务，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 “创新

药物研发项目” 变更为“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的计划，该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九、保荐机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1、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八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和公

司八届二十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而做出，上述调整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3、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昆药集团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计划。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