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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地址：北京西直门外大街 110 号中糖大厦 11 层 

电话：（86-10）68360123 

传真：（86-10）68360123-3000 

邮编：100044 

 

关于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勤信专字【2019】第 0116 号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截

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

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该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

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

鉴证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审慎调查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

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

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四、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 2018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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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光初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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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格式指引的规

定，编制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67号文件《关于核准博爱新开源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向方华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55,282,422股，发行价格13.10元/

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181,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6,675,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74,325,000.00元。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5年9月9日对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勤信验字[2015]第1101号予以验证

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公司 2018 年前使用募集资金 137,691,034.24 元，2018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35,404,879.75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73,095,913.99 元，其中：癌症易

感基因诊断体系的建立及相关测序诊断试剂自主研发项目支出 9,242,995.22 元，转化医学研

发中心项目支出 29,564,757.85 元，年检 150 万例宫颈癌筛查项目支出 36,594,858.44 元，基

因扩增检测仪项目 12,200,000.00 元，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

40,168,302.48 元，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的配套实验研发与营销项

目支出 40,000,000.00 元，补充流动资金 5,325,000.00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 4,761,082.83 元(其中利息收入 98,051.77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上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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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分别与三家子公司（长沙三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武汉呵尔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晶能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相关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资金用途 账户余额 

焦作市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爱支行 

5003600300015 

癌症易感基因诊断体系的建

立及相关测序诊断试剂自主

研发 

2,181,894.0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8111101013700079508 转化医学研发中心项目 1,067,059.58 

焦作市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爱支行 

5003600300189 
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

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 

8,682.17 

焦作市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爱支行 

5003600100019 
年检150万例宫颈癌筛查项

目 

1,493,124.5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8111101012200494259 

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

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的配套

实验研发与营销 

10,322.45 

合计 
  

4,761,082.8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后附）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1）2018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5,404,879.75 元，其中：癌症易感基因诊断体系的建

立及相关测序诊断试剂自主研发项目支出 0 元；转化医学研发中心项目支出 10,054,395.75

元；年检 150 万例宫颈癌筛查项目支出 127,969.81 元；基因扩增检测仪项目 0 元；药物基

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支出 25,222,514.19 元。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

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的配套实验研发与营销项目支出 0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 173,095,913.99 元，其中：癌症易感基因诊断体系的建立及相关测序诊断试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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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研发项目支出 9,242,995.22 元，转化医学研发中心项目支出 29,564,757.85 元，年检 150 万例

宫颈癌筛查项目支出 36,594,858.44 元，基因扩增检测仪项目 12,200,000.00 元，药物基因组学与

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 40,168,302.48 元，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

项目的配套实验研发与营销项目 40,000,000.00 元,补充流动资金 5,325,000.00 元。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4,761,082.83元(其中利息收入

98,051.77元)。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年4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截至2015年9月9日，公司分别以自筹资金

57.57万元、198.66万元和396.65万元预先投入年检150万例宫颈癌筛查项目、癌症易感基因

诊断体系的建立及相关测序诊断试剂自主研发项目、转化医学研发中心项目。中勤万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

审核，并出具了《博爱新开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

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2016]第1594号）。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祁红

威、黄卫东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四）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1）公司将原“癌症易感基因诊断体系的建立及相关测序诊断试剂自主研发

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由4,820.00万元缩减至3,020.00万元；变更后，公司将缩减的募集资

金1,800.00万元全部投入新增募投项目“基因扩增检测仪”。     

变更原因：“癌症易感基因诊断体系的建立及相关测序诊断试剂自主研发项目”原计划主

要投资为厂房设备硬件投入、临床样本收集、检测费用、数据开发费、市场推广费等。因苏

州东胜兴业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东胜”）基因扩增检测仪的项目对于三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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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意义重大，是三济生物从单一的体外诊断试剂开发到诊断仪器设备全面发展的迈进，该项

目的完成将促进三济生物在分子诊断领域多元化的发展，发挥协同效应。所以三济生物调整

目前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完成苏州东胜基因扩增检测仪新项目的建设。 

决策程序：上述变更业经公司2016年7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并经公司

2016年7月26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

顾问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信息披露：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公告及文件已在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变更事项：（2）公司将三济生物部分募集资金2,600.00万元、晶能生物部分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和呵尔医疗部分募集资金700.00万元，合计4,000.00万元专项资金全部投入国家

重点研发项目——“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 

变更原因：募投项目整体进展顺利，随着目前医疗服务和制药行业的快速发展，为使

公司精准医疗平台发展在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进而促进公司在肿瘤筛查、精准用药全链

条的高效研究体系建立，公司出于长远发展考虑，公司决定变更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决策程序：上述变更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会议审议

通过，2016年12月2日召开的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独

立财务顾问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信息披露：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公告及文件于已在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变更事项：（3）根据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公司将呵尔医疗部分募集资金4000万投入北京

新开源，主要用以配合三济生物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

综合评价体系”的配套实验研发与营销。 

变更原因：募投项目整体进展顺利，随着目前医疗服务和制药行业的快速发展，为使北 

京新开源配合三济生物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

体系”顺利推进，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也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进而促进公

司在肿瘤筛查、精准用药全链条的高效研究体系建立，公司出于长远发展考虑，公司决定调

整目前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决策程序：上述变更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12月14日召

开的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对此发表

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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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公告及文件于已在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变更事项：（4）公司将三济生物实施的“基因扩增检测项项目”原先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1800万元调整至1220万元，该项目超出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由三济生物自筹资金解决；另由其

实施的“癌症易感基因诊断体系的建立及相关测序诊断试剂自主研发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

金总额调整至1000万元。 

变更原因：主要是为配合国家重点项目“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项

目”的资金需求，根据募投项目的整体进展情况，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调整目前募集资

金的使用计划。 

决策程序：上述变更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2017年1月9日召开

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对此发表了

同意意见。 

信息披露：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公告及文件于已在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变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其他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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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432.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40.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22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309.5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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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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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检 150 万例宫颈癌筛查项目 是 8,350.00 3,650.00 12.80 3,659.49 100.26 15.54 否（注 2） 否 

转化医学研发中心项目 是 
3,730.00 3,030.00 1,005.44 2,956.48 97.57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 
否 

癌症易感基因诊断体系的建立及相关测序诊断试剂

自主研发 
是 

4,820.00 1,000.00  924.30 92.43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 
否 

基因扩增检测仪项目 是 
 1,220.00  1,220.00 100.00 58.45 

不适用

（注 3） 
否 

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 是 
 4,000.00 2,522.25 4,016.83 100.42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 
否 

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的

配套实验研发与营销 
是 

 4,000.00  4,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6,900.00 16,900.00 3,540.49 16,777.10 99.27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532.50 532.50  532.50 100.00  不适用             

合计  17,432.50 17,432.50 3,540.49 17,309.59  94.7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注 1：癌症易感基因诊断体系的建立及相关测序诊断试剂自主研发、转化医学研发中心项目、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

项目及其配套实验研发与营销、补充流动资金无直接经济效益，其项目成果主要用于提高公司的科研能力及市场开拓能力，进一步提高

公司核心竞争力。 

注 2：年检 150 万例宫颈癌筛查项目原计划投入 8,350 万元，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使公司精准医疗平台发展在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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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项目原计划投入的 700 万元及 4000 万元分别投入“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药综合评价体系项目”和“药物基因组学与国人精准用

药综合评价体系”的配套实验研发与营销项目，导致年检 150 万例宫颈癌筛查项目仅投入部分资金，因此未达到预计效益。  

注 3：基因扩增检测仪项目为三济生物收购苏州东胜兴业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73.80%的股权，本期产生效益 58.45 万元，收购协议中未对承

诺效益作出相关规定。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用途、金额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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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