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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精华制药”或“发行人”）本次拟通过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方式，募集资金不超过 48,570.00 万元（含），扣除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亳州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无硫加工及

中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 
79,517.00 26,000.00 

2 宜兴苏欣护理院改扩建项目（二期） 10,500.00 8,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4,570.00 14,570.00 

合计 104,587.00 48,570.00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若不能满

足上述项目资金需要，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需要调整募集

资金投资规模，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上述项目建设，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

置换。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

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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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亳州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无硫加工及中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 

1、项目概况 

亳州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无硫加工及中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地点为安

徽省亳州经济开发区酒城大道 1075 号。本项目用地 236,289.30m
2
（约合 354.4

亩），项目总建筑面积 244,510.53 m
2
，新建总建筑面积 216,122.00 m

2
，主要包括

综合车间、生产厂房、仓库、综合楼、职工宿舍及辅助用房等。项目配备自动筛

选机、自动包装机、盘龙烘烤设备、步进烘烤设备、清洗漂烫设备等一系列先进

的生产设备，通过引入并开发新型平衡无硫加工技术，实现新鲜的中药随时采摘、

加工，规模化生产。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精选道地中药材 20,000 吨，中成药 1

亿片，中药提取物 1,000 吨。 

项目实施单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 

2、项目必要性 

（1）中药材产业发展机遇 

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最新发布的《全国

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2018—2025 年)》明确提出要提升道地药材产业化水

平。加强现代化加工基地建设。鼓励中药企业在产地建设加工基地，加强采收、

净选、切制、干燥、分级、保鲜、包装、贮藏等设施建设，配套现代化加工装备，

实现清洁化、连续化、自动化、标准化加工。集成道地药材特色采收加工技术模

式，制定道地药材产地加工技术规范，重点推广应用低温冷冻干燥、节能干燥、

无硫处理、气调贮藏等新技术，加强综合利用，减少药效损失，提高产品档次。 

《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等中医药发展规划要求促进中药工业转型升级。实施中药振兴发展工程，

提升中药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建立绿色高效的中药先进制造体系。

建设一批道地药材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可追溯的初加工与仓储物流中心，

与生产企业供应商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紧密相连。 

项目所在地亳州市相继制定并实施《安徽省（亳州）现代中药产业发展规划

（2009-2020 年）》、《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亳州现代中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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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关于印发亳州市加快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亳州市现代中药

产业集聚发展实施方案》，一系列的规划或计划在完善亳州药业产业体系、构筑

支撑体系、形成服务体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指引亳州中药产业科学发

展。 

（2）中药材产业现状 

我国的中药材资源丰富，中药资源种类 12,807 种，其中植物来源 11,146 种，

动物来源 1,581 种、矿物来源 80 种。由于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中药材的

分布呈现不均衡性。安徽是中药材资源大省，地形地貌复杂，自然气候类型多样，

适宜多种中药材生长，其中以白芍、亳菊、丹皮、茯苓、太子参和宣木瓜等六大

种中药材质量优、药性好，种植历史悠久，市场知名度高，而且在安徽省的分布

极为广泛。2012 年安徽亳州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 110 万亩，总产值 35 亿元，特

别是驰名中外的亳州道地中药材白芍种植面积排在全国第一位。全省现有商品药

材 3,000 余种，常用大宗药材 300 余种，年产量在 100 吨以上的 20 余种，其中

白芍的年产量约 3 万吨，且质量较好，占全国 70%-80%市场份额。 

近几年，安徽亳州的中药材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精深加工程度低，附加值不

高。多数加工企业规模小、设备落后、管理水平低、缺乏人才、资金和技术创新

能力，基本上从事的是一种简单的粗加工，技术含量低。农民自主加工中药材，

常采用硫磺熏蒸或染色增重等方法处理中药材，使中药材的质量不断下降。在安

徽亳州建立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无硫加工及中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可以适应全

国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新形势，积极建立研究、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中药现

代化产业开发体系，加快中药现代化进程，促进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同时，将

丰富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满足市

场需求的同时，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 

（3）亳州中药材产业市场状况 

经过多年的发展，亳州中药产业初步形成了包括中药材种植、中药工业、中

药商业、中药科研、教育和中药文化传播交流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中药材种

植稳步发展，常年种植的中药材有 30 多种，主要品种为白芍、牡丹、白术、桔

梗、白芷、菊花等。种植组织形式继续发展，全市有中药材种植万亩以上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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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专业村（庄）800 多个。2015 年，亳州中药产业总产值 610 亿元，其中

规模以上中药工业产值 232 亿元，中药材种植面积扩大至 110 万亩，约占全国的

5%、全省的 60%。产值超亿元的药业企业达到 69 家，超过 10 亿元的 3 家。目

前，通过 GMP 认证的饮片加工企业达 135 家，中药饮片加工产值 200 亿元，全

国最大的饮片加工产业集群初步形成。现有中成药制造 11 家，约占全省的 20%，

形成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产品和品牌。中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交易中心中药材日上市量高达 6,000 吨，上市

品种 2,600 余种，中药材年成交额达 100 多亿元。 

（4）提升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市场占有量 

公司主营业务为传统中成药制剂、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化工医药中间体、

中药材及中药饮片、生物制药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投资建设亳州道地中

药材规模化无硫加工及中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有助于公司打造 7S 透明工厂，

实现质量可追溯、种植加工过程全透明，从原产地、良种、种植、加工、包装、

仓储、物流各个环节把控药材质量，实现中药原料标准化、中药饮片标准化，推

动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升级，扩大优质道地药材的市场占有量。 

3、项目可行性 

（1）符合产业发展规划、技术可行 

本项目建设符合《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安徽省（亳州）现代中药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 年）》

等行业和产业发展规划。 

公司投资建设的亳州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无硫加工及中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

目通过引入并开发新型无硫加工技术及设备，采用了电脑温度控制装置、热能分

离交换技术等，实现新鲜的中药随时采摘、加工，随之进行连贯的规模化生产，

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中药材原料的污染，最终实现了种植专业户、中药材加工生

产企业、医疗机构的产业结合，为中药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公司根据

新型技术生产的当归、黄芪、党参等药材（饮片）标准完全符合中药炮制规范要

求，参与共同起草的《当归、黄芪、党参无硫加工技术规范》已通过标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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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范对中药材制定产地初加工技术规范，将传统的生产工艺条件数据化、操作

标准化，为中药材初加工生产的规模化、规范化、机械化提供科学依据。 

（2）已取得项目备案、环评批复，经济效益可行 

关于本项目，实施单位已取得亳州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出具的《关于毫州

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无硫加工及中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备案的通知》备案文件、

亳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保和堂（毫州）制药有限公司毫州道地中药材规

模化无硫加工及中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评批复文

件。项目所在产业园区的各类公用设施完善，供水、排水、供电、通讯等配套齐

全，交通方便，符合项目建设条件。项目建设将严格遵守环保“三同时”的原则，

在项目整个实施过程中贯彻环保理念，保持工业化与绿色环保统一。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79,517.00 万元，达产后测算年可实现销售收入约 8 亿

元，预计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2 年）为 6.8 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

企业的持续发展。 

4、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79,517.00 万元，公司拟通过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用于投资本项目的金额为 26,000.00 万元（含），不足部分公司自筹解决。 

（二）宜兴苏欣护理院改扩建项目（二期） 

1、项目概况 

宜兴苏欣护理院改扩建项目（二期）建设地点为宜兴市环科园兴业路 1 号，

本次新建项目建筑面积 16,644 平方米，项目建成运行后预计新增床位 520 张，

项目总投资 10,500 万元，项目已取得宜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江苏省

投资项目备案证》（宜兴发改备[2018]176 号），已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备案，备案号：201832028200000542。 

项目实施单位为公司子公司江苏苏欣医药有限公司。 

2、项目必要性 

我国已经于 1999 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 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 24,090 万人，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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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 15,831 万人，占比为 11.4%。我国之前经

历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和 80 年代后期两个生育高峰，从时间节点来看，

2020-2030 年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出生人口进入老龄化的主要阶段，这使得我国

的老龄化率会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

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到 2020 年和 2050 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将分别达到 2.48

亿和 4.37 亿，老龄化率分别为 17.17%和 31%，老龄人口总数将持续快速增长。

在未来，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均养老护理支出的增加将持续助

推养老行业需求的提升。 

在老龄化社会中，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人

们传统的养老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社会集中养老的方式正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大力发展社会养老，兴建老年公寓，为老年人提供多功能、全方位、综合性的服

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老年公寓与传统的养老院、福利院不同，不属于国家

或集体办的社会福利设施，而是由社会投资兴办，并按市场化经营管理的老年专

用住宅，入住老人可依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选择住房等级和服务档次。

老年公寓的设施要方便、舒适、安全。比如要有防滑地面、防跌扶手、坐式便器、

紧急呼救装置等。公寓内还应有各种生活服务、休闲娱乐、医疗保健设施，有专

门的服务人员和医务人员。 

目前全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养老产业发展前景广阔，社会养老观念也产

生变化，由家庭养老逐步向社会机构养老过渡，目前社会各种养老院规模小、设

施不健全，入住率低，而医养结合养老床位奇缺，苏欣护理院就是为老人提供医

疗护理、康复促进、生活照料等专业护理服务的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自 2015

年投资兴建至今现有 272 张床位规模，每月有稳定的盈利空间，需要入院的老人

一直处于排队等候状态，目前状况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一床难求成为常态现

象。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进一步增加盈利能力，抓住机遇加快做强做大医养结合

大健康产业的步伐，投资宜兴苏欣护理院改扩建项目可以为公司带来如下优势：

（1）旨在用好和建好苏欣医养结合大健康的新平台，加快推进公司的战略布局

和新的发展；（2）充分利用现有护理院的地域优势和国家产业鼓励政策，通过改

扩建项目推进，将苏欣护理院打造成中等规模的一个集合养老基地，为以后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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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护理产业综合体奠定基础；（3）项目建成运行后预计新增床位 520 张，能增

强护理院营运获利能力。 

3、项目可行性 

宜兴苏欣护理院改扩建项目（二期）位于宜兴市环科园兴业路 1 号，项目用

地符合宜兴总体规划要求，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南临人民医院，离高铁站

仅 2 公里，项目将聘请建筑专业设计院精心设计，符合《老年人住宅设计规范》

和卫生部《护理院基本标准（2011 版）》要求，项目已在宜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完成备案（宜兴发改备[2018]176 号），取得了宜兴市规划局颁发的《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地字第城 320282201800032 号）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城

320282201800303），并取得宜兴市规划局用地审批意见（32028220180080）及项

目建设红线图，同时已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备案，备案号：

201832028200000542，具备开工建设条件。 

项目总投资约 10,500 万元，预计 2020 年正式投入运营，新增 520 张床位，

能享受政府 l 万元/床位的初建资金补贴，预计 2020 年通过验收后资金回笼 520

万元，新项目楼层为 9 层，准备按功能区域分层进行运营，通过开设医疗专科医

院、增加经营商业模式、建立差别化医养结合床位等服务，运营后护理院总床位

达 800 个，年经营收入预计达 5,000 万元，预计年利润 1-1.2 万元/床，正常运营

后预计 8-10 年收回投资，投资风险可控。 

4、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10,500.00 万元，公司拟通过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用于投资本项目的金额为 8,000.00 万元（含），不足部分公司自筹解决。 

（三）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8,570.00 万元（含），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不超

过 14,570.00 万元（含）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流动资

金。 

2、项目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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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营业收入的快速扩张导致营运资金需求量增加 

近年来，公司业务取得快速发展，营业收入逐年递增。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

不断增长，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也将随之扩大，营运资金缺口需要填补。公司

通过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补充相应流动资金，可以有效缓解公司业

务发展所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未来经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提升

公司的行业竞争力，为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夯实基础。 

（2）践行公司中药发展战略，需要充实的营运资本为保障 

道地药材是我国传统优质药材的代表。为继续践行公司全面提升中药产业竞

争优势的发展战略，规划布局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有利于建立道地药材稳定

产销体系，提升公司中药产品质量，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公司控股子公司陇西

保和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等分处我国西北道地药

材产区、华东道地药材产区，参与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

通过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补充相应流动资金，可以为其提供充实

的营运资金保障，增强公司在中医药产业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3）改善资本结构，增强短期偿债能力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流动负债金额为 50,458.71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和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金额为 23,400.00 万元，公司短期存在一定流动性压力。 

通过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改善公司债务结构，一定

程度上提高公司中长期债务比例，有效增加公司运营资金总规模，增强公司短期

偿债能力，从而降低公司的流动性风险，系公司合理使用财务杠杆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公司中长期资金的统筹安排和战略目标的稳步实施。 

3、项目可行性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更好地满足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的生产、运营的日常资金周转需要，降低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增强竞争力。 

4、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不超过 14,570.00 万元（含），资金来源为本次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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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可转债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的部分资金将用于亳州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无硫加

工及中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和宜兴苏欣护理院改扩建项目（二期），符合国家

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

济效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力，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 

（二）本次可转债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随着未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实现转

股，公司净资产将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强公

司抗风险能力。 

未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可转债发行六个月之后陆续实现转股，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公司净

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随着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

业绩将会提升。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顺利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和

盈利水平，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将增强公司

资金运营实力，为公司后续融资提供良好的保障，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项目具备必要性及可行性，符

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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