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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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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 1092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9,047,195 股新股。公司

本次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6,923,076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88.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20,737,217.59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9,262,770.41 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 2016年 8月 31日到账，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6年 8月 31日出具了众会字（2016）第 5803号《验

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91,253,770.42

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投入 519,756,770.41 元，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71,497,000.01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40,057,854.32 元，

与实际募集资金本金余额人民币 288,008,999.99 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247,951,145.67 元。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是：（1）理财产品 264,000,000.00

元（尚未到期）；（2）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获得到期收益 15,208,149.40 元；

（3）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 841,384.93 元；（4）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支出银行

手续费 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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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维护股东的合法利

益，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根据管

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经营需要，对募集资金实行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 

2016年 9月 21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石龙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石龙支行、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龙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在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和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和《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的规定执行，保持与保荐机构的沟通，并接受保荐机构的监督，不

存在违反管理制度和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公司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立了四个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和有关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开立了三个理财专用结算账户，理财专用结算账户

仅用于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专用结算，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

途，该等账户纳入募集资金账户统一管理。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各账户存储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开户行名称 账号 账户性质 存款余额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石龙支

行 
649667735688 募集资金专户 27,764,597.62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石龙支

行 
8114801014300086750 募集资金专户 371,681.18 

3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龙支行 590000701200188 募集资金专户 11,864,995.77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54010154700003380 募集资金专户 55,2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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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分行 

5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龙支行 550000701200388 理财专用结算账户 0.00 

6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龙西湖支行 
320050190010006973 理财专用结算账户 0.00 

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茶山支

行 
8114801015100103718 理财专用结算账户 1,346.33 

合计 40,057,854.3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7,926.28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7,149.7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69,125.3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支付购买先强药业

股权二至四期价款 
否 60,000.00 60,000.00 12,699.70 38,099.10 63.50% -- -- 不适用 否 

1.1 类小分子化学

创新药的合作研发

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4,450.00 13,100.00 65.50% -- --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7,926.28 17,926.28 0.00 17,926.28 100.00% --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97,926.28 97,926.28 17,149.70 69,125.38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合计 -- 97,926.28 97,926.28 17,149.70 69,125.3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1、支付购买先强药业股权二至四期价款。募投项目用于支付现金购买先强药业 97.69%

股权的第二至四期交易价款，本身不产生收益。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相关承诺，先强药业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扣减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29,120 万元。2015 至

2017 年，先强药业经审计扣减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为 29,122.07 万元，已完成其三年

业绩承诺。项目效益无法单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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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类小分子化学创新药的合作研发项目。合作研发项目实施后短期内将不直接产生

经济效益，将取得各阶段性研发成果，预期会有部分项目取得临床批件，部分项目获授专利。

基于项目研发成果公司将在肿瘤、心脑血管、非酒精性脂肪肝炎、流感及老年性退行性病变

等治疗领域打造新的产品线，创新药研发能力进一步增强。项目产品成功上市或者项目阶段

性研发成果实施外部转让，将会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项目效益无法单独计算。 

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为公司业务的快速发

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通过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资金实力将得到壮大，抗风险能

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高，财务状况更趋稳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项目效益无

法单独计算。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不存在此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为保障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在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人民币 31,249.40 万元。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1,249.40 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上述置换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实施完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2017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使用以上额度内资

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为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董事长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报告期内，公司共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 34,400.00 万元，其中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为 26,400.00 万元。其他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均存储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报告期不存在此情况。 

注：数据细微尾差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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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公平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

管理及披露的违规情形。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告分

别说明。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