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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及使用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思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及主承

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

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对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及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海思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2080 号】，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9 日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1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80,2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6,495.6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3,704.40 万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转入公司账户。中瑞岳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瑞岳

华验字［2012］第 0003 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余及募投项目终止所对应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相关项目情况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及实施情况 

1、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该项目由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已于 2014 年上半年建

设验收完毕正式投产，项目建设安装工程存在零星工程尾款及质保金于 2015 年

支付完毕，结余募集资金 8,334.79 万元。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召开了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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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将该项目结余的募集资金以及募集资金历年产生的

利息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多烯磷脂酰胆碱原料药扩产项目 

该项目于 2012 年初已建成投产，项目出现了约 7,300 万元的募集资金结余，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召开了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将该项目结余的募集资

金及利息投资于创新药物开发项目。 

3、夫西地酸钠原料药扩产项目 

该项目原计划于 2012 年 1 月前完成项目验收，通过 GMP 认证，正式投产，

目前已完成的新建夫西地酸钠原料药产能为 2 吨，约占整个项目计划新建产能 7

吨的 1/3。为避免该项目扩产后产能闲置，公司控制了该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

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将结余募集资金

6,461.97 万元及募集资金利息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8,204 万元，由子公司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负责实

施，建设新药研发基地、中试基地，并完成通风、安防、配电等配套设施建设。

该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实施完毕，结余募集资金 384.14 万元。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将该项目结余的募集资金以及

募集资金历年产生的利息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营销网络拓展项目 

该项目由公司下属营销中心负责实施，从四个方面对公司营销网络进行完

善：专业学术支持团队建设与区域代理商、执业医师、患者学术培训；销售组织

架构扩充；重点药品临床疗效观察推广计划；CRM 营销数据库系统建设。该项

目已于 2013 年 8 月完成，截至目前，该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约 0.07 万元。 

6、新产品开发项目 

该项目由子公司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负责实施，涉及中长链脂肪乳氨基

酸葡萄糖多室袋注射液、氯乙酰左卡尼汀片、精氨酸谷氨酸盐注射液、盐酸马尼

地平片等八个新产品，目前各个新产品的开发状态如下，其中中长链脂肪乳氨基

酸葡萄糖多室袋注射液及氯乙酰左卡尼汀片预计将于年内获得药品注册批件，该

项目已基本完成，截至目前，新产品开发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约 1,827.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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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状态 

1 胃肠外营养多室袋注射液（25） 已获生产批件 

2 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多室袋注射液 在研，审评中 

3 酒石酸艾芬地尔片 终止 

4 盐酸马尼地平片 
已获生产批件 

（一致性评价研究中） 

5 氯乙酰左卡尼汀片 在研，审评中 

6 复方吡格列酮格列美脲片 暂缓开发 

7 恩替卡韦胶囊 
已获生产批件 

（一致性评价审评中） 

8 精氨酸谷氨酸盐注射液 已获生产批件 

7、创新药物开发项目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全部超募资金及其利息与多烯磷脂酰胆碱原料药扩产项目节余的募

集资金及利息投资于创新药物开发项目。公司主要以四川海思科为实施主体，进

行下列创新药物的研发，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基础技术研究（含小试工艺研究、质

量研究及药理毒理研究）、生产工艺研究、临床研究及生产注册等。（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编号 2014-015） 

序号 产品编号 适应症 状态 获批情况 

1 HEISCO-III-001 肿瘤（单抗） 暂缓开发 已获临床批件 

2 HEISCO-I-3 

糖尿病 
终止  

3 HEISCO-I-4 终止  

4 HEISCO-140 

麻醉 

在研 已获临床批件 

5 HEISCO-140-1 在研  

6 HEISCO-I-6 终止  

7 HEISCO-106 

乙肝 
终止  

8 HEISCO-106-1 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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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EISCO-Ⅱ-2 终止 
转为 HEISCO-106-2 

（终止） 

10 HEISCO-112 结肠炎 暂缓开发  

该项目承诺总投资 16,278.24 万元，主要包括：试验材料费用、外部合作（含

临床研究）费用、其他配套费用等。截至 2018 年 05 月 11 日，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 8,228.69 万元，结余募集资金约 8,049.54 万元。 

主要原因是：（1）上述创新药物开发项目中仅HEISCO-III-001及HEISCO-140

获临床批件，目前 HEISCO-III-001 暂缓开发，只有 HEISCO-140 正在进行临床

试验且已进入 III 期，各项工作按预期推进；（2）其他创新药开发项目一部分存

在开发进度比预期滞后或开发缓慢的情况，一部分考虑市场因素及开发环境公司

对项目采取了终止或暂缓开发的处理。 

考虑到创新药物开发周期长，投资大、失败率高的固有风险，同时公司当前

在研制剂项目近 60 个，2017 年的研发投入已达到 2.45 亿，今后还会继续维持研

发的高投入，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正式终止该项目，

拟将剩余资金及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上述各募投项目资金使用、结余及利息剩余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募投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已

投资总额 

剩余 

募集资金 

新产品开发项目 5,000.00 5,000.00 3,172.89 1,827.11 

创新药物开发项目 16,278.24 16,278.24 8,228.69 8,049.54 

营销网络拓展项目 5,879.00 5,879.00 5,878.93 0.07 

新产品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25,751.69 17,116.90 17,116.90 

           300.00    

 (详见公司 2012年 7

月 3 日《关于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的公告》、2016 年 6

月 14 日《关于终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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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研发驱动类型的医药企业，近年来随着研发投入持续增

大，生产规模、销售规模的逐年扩大，原材料、存货等相应增加，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有所提高。同时，考虑到现今医药行业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以及行业政策的

影响，增速放缓，下游客户资金面趋紧。使用公司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保持公司良好的竞争力，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上述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将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

经营使用。 

（四）上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的安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

公司拟将上述剩余的募集资金 17,402.24 万元及各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利息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为准。 

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

资金使用及使用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该笔

款项为募投项目变更

实施地点后收到的退

款，2016 年补流计划

中未包含该笔款项。) 

历年募集资金利息    7,225.52 

合计 52,908.93 44,274.14 34,397.41 17,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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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对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及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及意见 

经调阅海思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资料及董事会相关会议资料、本次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意见及董事会决议等资料，访谈海思科财务总

监，分析海思科资金运营情况，保荐机构认为： 

1、考虑到市场因素及开发环境，且创新药物开发具有周期长、投资大、失

败率高的固有风险，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终止创新药物开发项目符

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2、海思科使用结余募集资金 17,402.24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系用于海

思科发展主营业务之需要，且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有助于提高募投资金

使用效率，提升海思科的经营效益。 

3、海思科本年度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已承诺在补充流动资

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海思科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该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海思科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及使用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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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及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  栋                      罗  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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