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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变

更节余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珠海润都制药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37 号）核准，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00 万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01 元，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

合计人民币 42,52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人民币 8,429.21 万元，其中发

行费用可抵扣进项税为人民币 465.24 万元，考虑可抵扣进项税额之后，本次发

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561.03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报告号为大华验字[2018]000002

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8 年 1 月 2 日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户。 

（一）截止 2019 年 8 月 2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项目累计投入 累计投入占比 

1 微丸制剂系列药品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8,071.00 4,421.31 24.47% 

2 固体制剂车间技

改扩能项目 
7,608.00 2,173.02 28.56% 

3 技术中心项目 3,911.13 3,678.02 94.04% 

4 营销网络优化建

设技术改造项目 
4,970.90 497.49 10.01% 

合计 34,561.03 10,769.84 31.16%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公司拟终止实施原计划中“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并且将

其中节余募集资金 13,649.69 万元，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的净额 950.31 万元，合计 14,600.00 万元，用于实施“原料药扩产项目”，节

余募集资金金额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39.49%；如果本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总

额不足的将使用自有资金投入。本次变更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实施项目“原料药扩

产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主要使用方向，仍然是用于公

司主营业务。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变更节余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新项目投资已向政府主管部

门履行备案程序。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在公司新建

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总额为 18,071.00 万元，其中：建设投

资 16,489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582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项目建成

后，公司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产能将增加 2,000 万盒（折 7 粒/盒）、阿奇霉素

肠溶胶囊产能将增加 700 万盒（折 8 粒/盒）、盐酸二甲双胍肠溶胶囊产能将增

加 500 万盒（折 24 粒/盒）。 

截至 2019 年 8 日 21 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金额 4,421.31 万元，用于综合

仓库、制剂车间、办公楼等土建工程建设，以及配套公用工程的建设等。本项目

募集资金余额（含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14,600.00

万元，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于 2011 年立



项，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5 日上市，在此期间，公司已采用技术改造方式增加了

制剂产品的产能；同时，结合近年来医药行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的实

际情况，制剂生产车间的产能可满足制剂产品销售需求，已建成的仓库、办公楼

装修工程拟改用自有资金投入。 

基于以上原因，为了更好的实现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公司的综合盈利

能力，公司拟终止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并将剩余资金转投可以更快更好产生效益的项目。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新募投项目名称为：原料药扩产项目；本项目主要用于公司原料药扩产建设，

实现现有产品厄贝沙坦原料药及中间体、缬沙坦原料药及其中间体、磷酸哌喹原

料药及中间体的扩产建设，在现有合成车间已有的设备基础上，进一步新增设备、

设施，并匹配新产能建设配套的环保回收车间、污水站等。 

项目建设设计的产能和规模为：项目建设完成达产后，将新增厄贝沙坦原料

药及中间体生产能力 200 吨/年、缬沙坦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能力 425 吨/年、磷

酸哌喹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能力 50 吨/年。项目配套的环保回收车间及污水站建

成后，对现有排放的废水进行深化处理的同时，也能变废为宝，减少废水中污染

物的排放量，降低废水处理的成本，并回收部分有机溶剂与盐类，实现节能减排。 

本项目总投资 14,60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3,600.00 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 1,000.00 万元。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项目建设的紧迫性。近两年，全球抗高血压沙坦类药物原料药市场格

局不断发生变化，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趋势，价格稳中有升。为了充分把握市场

机遇，近年来公司通过实施原料药建设项目，前期投入近 2 亿元，已建成年产

300 多吨原料药的生产线。随着公司市场开发力度的加大，客户数量不断增加，

产品销售不断放量，目前原有的原料药产能已基本饱和，不能满足市场供应的需

求。为促进原料药市场的进一步开发，抢抓市场机遇，公司决定综合利用现有已

建成的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设备利用率，扩充原料药产能，对原料

药生产线及配套设施进行扩产建设，以满足原料药产品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因



此，本项目实施迫在眉睫。 

（2）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23,986.3 亿元，同

比增长 12.6%，2018 年医药制造业利润总额 3,094.2 亿元，同比增长 9.5%。医

药制造业仍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公司属于医药制造业，是一家主要致力于治疗

消化性溃疡疾病药物和抗高血压药物等用药领域及肠溶和缓控释制剂技术领域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并打造了主导产品的完善产业链布局，包括：抗消化性

溃疡药物拉唑系列原料药-制剂产品、抗高血压药物沙坦系列医药中间体-原料药

-制剂产品（含复方制剂）等，形成了较好的行业影响力。 

（3）项目具有人才、技术保障。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化学药品制剂和

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拥有完全自主的核心技术和专业的研发人员、产业

化人才团队，公司积极向原料药到制剂产品等产业链的贯通发展，已形成从医药

中间体-原料药-制剂的完整产业链、新产品开发链；公司拥有行业经验丰富及稳

定的管理团队，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已建立有完善的生产及质量管理体系。本项

目建设将进一步扩充原料药厄贝沙坦、缬沙坦和磷酸哌喹的产能，本项目技术先

进可靠，项目产品均具有成熟的生产工艺，厄贝沙坦、缬沙坦均通过了欧盟 CEP

认证，磷酸哌喹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 GMP 认证；项目产品市场前景广阔，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抗风险能力强。 

综上，该项目具备可行性。 

（三）项目实施计划 

1、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按照工程方案建设期的进度安排，项目总投资 14,600.00 万元，第一

年投资 6,665.50 万元，第二年投资 7,934.50 万元。本项目建设资金全部为募集

资金。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4,60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3,600.00 万元、铺

底流动资金为 1,000.00 万元，项目投资具体构成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明细 金额 投资占比 

1 固定资产投资 13,600.00 93.15% 

1.1 土建及工程建设 4,430.00 30.34% 



序号 投资明细 金额 投资占比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9,170.00 62.81% 

2 铺底流动资金 1,000.00 6.85% 

3 项目总投资 14,600.00 100.00% 

本项目的设备选型将严格按照国家新版 GMP 规范要求进行，依照项目实施

计划，本项目主要购置的设备包含项目产品关键生产设备及配套辅助设备（主要

为环保回收车间相关设备、污水站环保设备等），主要购置明细如下表： 

序号 设备名称 主要用途 

1 反应罐 生产性设备 

2 卧式离心机 生产性设备 

3 离心机 生产性设备 

4 吊带式离心机 生产性设备 

5 不锈钢储灌 生产性设备 

6 重力床 生产性设备 

7 刮板蒸发器 生产性设备 

8 磁力泵 生产性设备 

9 冷水机组 生产性设备 

10 冷却塔 生产性设备 

11 换热器 生产性设备 

12 计量罐 生产性设备 

13 干燥机 生产性设备 

14 真空泵 生产性设备 

15 贮罐 生产性设备 

16 蒸馏塔 生产性设备 

17 空压系统 生产性设备 

18 在线监测系统 生产性设备 

19 分布式控制系统 生产性设备 

20 机械式蒸汽再压缩系统 配套辅助设备 

21 废气处理系统 配套辅助设备 

22 变配电系统 配套辅助设备 

23 冷冻机组 配套辅助设备 

24 非晶干式变压器 配套辅助设备 

2、项目实施进度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从 2019 年 8 月至 2021 年 8 月。具体实施进度

如下： 



时间 工作目标 

2019 年 8 月-2020 年 12 月 
进行合成车间扩建，完成关键生产设备的购置及

安排、调试。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2 月 
完成项目配套设施-环保回收车间及新的污水处

理站的建设，并进行相应设备设施的购置及安装。 

2021 年 1 月-2021 年 8 月 完成项目建设，试产及竣工投产。 

（四）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分析 

本次变更部分节余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新募投项目是公司基于行业现状和

未来发展前景审慎提出的，项目切实可行。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或项目完成后，

如果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则变更后新募投项

目可新增产能难以在预期时间内被市场消化，存在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的风

险。 

本项目已向主管部门履行备案手续，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正在开展中，

尚未通过审批。 

公司将加快推进本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紧密把握市场机遇，充分运用

公司日益增强的营销能力，做好应对市场变化的措施，加强新增产能的消化，降

低项目的预期收益影响因素。 

公司本次部分节余募集资金用途实施新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益，符

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 24 个月，项目建设完成达产后，将新增厄贝沙坦原料药及中

间体生产能力 200吨/年、缬沙坦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能力 425吨/年、磷酸哌喹

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能力 50 吨/年。 

本项目达产后当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50,744.20 万元，利润总额 7,355.02

万元，净利润 6,251.76 万元，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37.46%（税后），项目

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5.38 年（税后）。 

（六）项目实施可行性结论 

经过审慎分析后，公司拟终止实施原募集资金投资计划项目中《微丸制剂系

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并且将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含理财收益等净额）



14,600.00 万元，用于实施“原料药扩产项目”；若本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总额不

足的将使用自有资金投入。公司本次变更后项目的实施，能够扩大公司主要产品

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主要产品市场地位。本次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

资资金将使用募集资金，可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同时，公司拥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核心技术，在生产实践中得

到广泛运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具备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运用的可行性；

在管理方面，公司长期主要从事化学药制剂和原料药的研发、生产、销售，拥有

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具备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运营

的管理经验及能力。 

本次变更节余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新募投项目“原料药扩产项目”没有改

变募集资金的主要使用方向，仍然是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不涉及关联交易。新项

目投资已向政府主管部门履行备案程序，新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正在开展

中。 

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具备较强的可行性。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核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微丸制剂系列药

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变更节余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此议案需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本次终止“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变更节余

募集资金用途，是结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及规划提出的，不涉

及关联交易，也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主要使用方向,仍然是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公

司本次变更节余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符合股东

的长远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此次终止“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变更



节余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及变更节余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原料药扩产项目”的实施能够扩大公司主要产

品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主要产品市场地位。同意公司本次终止“微丸制剂

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变更节余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针对本次终止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及变更节余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公司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尚需取得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终止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变更节余募集资金

用途事项无异议。 

5、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本次变更事项尚需经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3.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终止微丸制剂系列药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变更节余募集资金用途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