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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2017 年度）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1 年修订）、《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规的要

求，作为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奇制药”或“上市公司”）2013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独立财务顾问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对神奇制药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永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向贵州神奇

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633 号）

核准，神奇制药向六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45,413,200 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1.0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3万元，扣除承销

保荐费和其他发行费用 3,926.0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6,073.93 万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3 年 6 月 27日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3530号”《验资报告》。 

根据神奇制药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上市公司向贵州神奇

药业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拨款 236,520,000.00元,该款于 2013年 7月 23日转入该公

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7471110182600072110）募

集资金专户中，向贵州柏强制药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拨款 184,219,348.70 元。该款

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转入该公司在招商银行贵阳支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

851900036510902）募集资金专户中，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 2013 年 7月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贵报字[2013]第 40015 号、40016

号”《验资报告》。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向贵州金桥药业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拨款 40,000,000.00元,该款于 2013年 9月 9日转入该公司在中信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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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贵阳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7471110182600034611）募集资金专户中，上述募集

资金到账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3 年 9 月审验，并出具了

“信会师贵报字[2013]第 40020号”《验资报告》。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 43,054.89 万元，年末余

额 3,019.04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

利益，上市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永

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要求上市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严格执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后，神奇制药及广发证券于 2013 年 7 月 8 日分别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市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区凤阳路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进行了公告。上市公司划转到各子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的资金，也已按规定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并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户类

别 
账  号 期末余额（元） 

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分行营业部 
活期户 7471110182600072110 17,623,942.37 

贵州柏强制药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贵阳支行营业部 活期户 851900036510902 5,257,077.12 

贵州柏强制药有限公司(贵州

盛世龙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营业部 
活期户 521088000018170101863 185,407.51 

贵州柏强制药有限公司(贵州

君之堂制药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贵阳市分行营业部 
活期户 851900085010602 275,199.12 

贵州金桥药业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贵阳分行营业部 活期户 7471110182600034611 8,399,167.81 

合计    31,740,793.93 

说明：截止 2017年 12 月末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 31,740,793.93 元。 

其中：1、募投项目资金余额为 30,190,444.84 元；2、银行存款利息净额 1,550,349.09 元。 

 

三、截止 2017 年 12 月末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神奇制药 2017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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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49,999.93 募集资金净额：46,073.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2,585.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43,054.8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日期 承诺募投项目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投

资总额 

调整后承诺

的投资总额 

本年度投

资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生产线 2010 版 GMP 认证改造 否 9,490.00 9,490.00 2,177.66 7,275.59 -2,214.41 76.67% 2018 年 

GMP 生产线异地改建 否 5,010.00 5,010.00  5,010.00 0.00 100% 2014 年 

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 否 5,500.00 3,573.93  3,573.93 0.00 100% 2015 年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 否 6,000.00 4,000.00 408.06 3,195.37 -804.63 79.88% 2018 年 

偿还银行借款 否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0.00 100% 2013 年 

补充营运资金 否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0.00 100% 2013 年 

合 计  50,000.00 46,073.93 2,585.72 43,054.89 -3,019.04 93.4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生产线 2010 版 GMP 认证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16 年延迟为 2018 年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上市公司在贵阳沙文工业园区的“生产线 2010 版 GMP 认证改造”项目因沙文工业园

区达到“三通一平”的时间有所延后所致。 

2、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16 年延迟为 2018 年的原因：（1）上市

公司行政办公地点拟搬迁至贵阳市高新区，相应的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将在搬迁工作完成后进行；

（2）上市公司在沙文工业园区的生产线 2010 版 GMP 认证改造”项目启动后，将投入部分专项募

集资金进行信息系统升级改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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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累计投入 43,054.89 万元。其中：

“生产线 2010版 GMP认证改造”项目，累计投入 7,275.59万元；“GMP生产线异地改建”

项目，累计投入 5,010.00 万元；“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累计投入 3,573.93 万

元；“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累计投入 3,195.37 万元；偿还银行借款 12,000.00万

元,补充营运资金 12,000.00万元。 

（三）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本年度神奇制药无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年度神奇制药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或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是否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神奇制药 2017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遵照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安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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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神奇制药《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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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2017 年度）》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                                                         

                      杜晓炜                           叶铭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