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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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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 年 7月 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新疆天山毛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

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718 号）。根据该批复，德展大健康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展健康、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

股 151,656,935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93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5,953,364.55元，其中：划入本公司锦州银行北京华威

桥支行四个账号中，账号：410100203352501金额：1,045,438,500.00元；账号：

410100203352231 金额：331,522,100.00 元；账号：410100203352332 金额：

61,000,000.00 元；账号：410100203346357 金额：37,992,764.55 元，前期已支

付的中介费用直接划入本公司一般账户工商银行北京甜水园支行账号：

0200211619000068765 金额：30,00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全部到账，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6 年 12

月 8日出具了 XYZH/2016BJA10723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 2018年 1-6月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53,617,496.46 元，募集资金



账户期末余额为 1,134,828,875.63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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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

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凡涉及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

使用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规定工作流程，

逐级审核，各控制环节签字后予以支付；凡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报董事会审

批。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单位名称 账号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余

额（元） 

2018 年 1-6 月划

出金额（元） 

2018 年 1-6 月划

入金额（元） 

2018 年 1-6 月 

使用金额（元） 

利息净额

（元） 

2018年 6月 30 日

余额（元） 

锦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华威桥支行 

德展大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 
410100203352501   831,943,182.02  26,645,124.83   1,441,257.86 806,739,315.05 

德展大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 
410100203352332   56,228,485.30  495,209.00   99,045.51 55,832,321.81 

德展大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 
410100203352231   241,384,696.94  19,478,377.44   405,498.39 222,311,817.89 

德展大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 
410100203346357   38,132,955.22     67,503.99 38,200,459.21 

嘉林药业有限公

司 
410100203408503  2,124,625.92  26,645,124.83 24,897,308.70 6,460.23 3,878,902.28 

天津嘉林科医有

限公司 
410100203408222  16,593,460.12  19,478,377.44 28,720,187.76 18,183.85 7,369,833.65 

北京嘉林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410100203407995  539.11  495,209.00  477.63 496,225.74 

合计   1,186,407,944.63 46,618,711.27 46,618,711.27 53,617,496.46 2,038,427.46 1,134,828,875.63 

说明：2018年 1-6月使用金额中，其中用于发放 1-3月工资金额为 7,946,310.13元。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德展健康（包括母公司、子公司嘉林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嘉林科医有限公司、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

行专户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于 2017 年 1 月 3 日与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威桥支行、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

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0,595.34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61.7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806.2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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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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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林有限制剂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否 104,543.85 104,543.85 2,489.73 23,973.26 22.93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天津嘉林原料药生产基

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33,152.21 33,152.21 2,872.02 10,333.50 31.17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心脑血管及肿瘤等领域

治疗药物的研发 
否 6,100.00 6,100.00  499.46 8.19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企业研发技术中心研发

平台改造提升项目 
否 3,799.28 3,799.28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否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0,595.34 150,595.34 5,361.75 37,806.22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1、嘉林有限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一方面，北京市行政副中心正式落户通州区，受此影响政府对建设项目的质量标准、施工进度等提出了越来越严格标

准和政策；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对“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项目施工受到政府部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

和限制（如：在严重不可描述天气期间建设项目需全面停工）。导致 2016 年度项目实际进度未能达到计划进度，从

而导致项目整体进度不达预期。 

2、天津嘉林原料药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一方面，受 2015 年 8.12 天津港爆炸事故影响，政府陆续出台政策，对建设项目安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消防

系统需规范整改；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对环境治理的不断重视，尤其是对“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项

目施工受到政府部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和限制（如：在严重不可描述天气期间建设项目需全面停工）。因此，导致天

津嘉林原料药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16 年度实际进度未达到计划进度，从而导致项目整体进度不达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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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期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40,609.62 万元，自有资金投入 21,474.23 万元。公司 2017 年 6 月 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9,135.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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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全部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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