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387 证券简称：基蛋生物 公告编号：2020-026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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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2019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025号文《关于核准基蛋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300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2.25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共计人民币 734,250,000.00 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65,040,000.00 元后，

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669,210,000.00 元，上述资金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到位，业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7]48260003 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669,210,000.00 

减：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65,369,737.79 

减：募投项目支出 376,172,094.85 

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 55,000,000.00 



项       目 金    额（元） 

加：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收益 29,654,860.54 

加：利息收入净额 4,974,080.80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107,297,108.70 

实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07,297,108.70 

差额 -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使用风

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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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该制度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该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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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专款专

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2017 年 7月，公司及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

简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以下简称“兴业

银行南京六合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南京分

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南京六合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大厂支行（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大厂支行”）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8 年 5 月，吉林基蛋与公司、保荐人国金证券、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长春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公司在上述银行或下级分支机构开设了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三方

和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和四

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期末余额（元）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93010078801780603387 募集资金专户 28,961,154.20 

兴业银行南京六合支行 409550100100033846 募集资金专户 3,696.22 

江苏银行龙江支行（注①） 31070188000095928 募集资金专户 7,027,099.63 

中信银行南京江北支行（注②） 8110501010800935949 募集资金专户 0.45 

中国银行南京大厂支行（注③） 461170443583 募集资金专户 66,138,374.35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大厂支行 64301014919100414514 募集资金专户 0.00 

中信银行长春前进大街支行（注○4 ） 8113601013200135024 募集资金专户 5,166,783.85 

合      计 107,297,108.70 

注： 

① 江苏银行龙江支行属于江苏银行南京分行下级分支机构，由于开户行江苏银行

龙江支行无对外行政公章，故三方监管协议与江苏银行南京分行签订。 

② 中信银行南京江北支行属于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下级分支机构，由于开户行中信

银行南京江北支行无对外行政公章，故三方监管协议与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签订。 

③ 中国银行南京大厂支行属于中国银行南京六合支行下级分支机构，由于开户行

中国银行南京大厂支行无对外行政公章，故三方监管协议与中国银行南京六合支行签

订。 

④ 中信银行长春前进大街支行属于中信银行长春分行下级分支机构，由于开户行

中信银行长春前进大街支行无对外行政公章，故四方监管协议与中信银行长春分行签

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募集资金置换。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8月 2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1,000.00 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经自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其额度超过 2016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的 50%，公司董事会提请公

司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补充确认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于 2018年 4月 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1,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

月。公司于 2018年 5月 3日召开了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项议案，在上

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组织实施。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7,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一年内。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此项议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组织实施。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尚

未到期的金额为 5,500.00 万元。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承诺的募投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3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度 

编制单位：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66,921.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184.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182.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154.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73%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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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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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CT体外诊断

试剂及临床检

验分析仪器生

产项目 

否 24,185.00 24,185.00 24,185.00 12,650.90 19,895.31 -4,289.69 82.26 
2020年 7

月 
— — 否 

胶乳及质控品

类体外诊断试

剂产业化项目 

是 7,182.00 — — — — — — — — — 是 

年产 700台医

疗器械、1万

盒体外诊断试

剂项目 

否 — 5,589.60 5,589.60 2,849.20 5,187.36 -402.24 92.80 
2019年 11

月 
— — 否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否 

— 
1,592.40

1 
1,592.40 1,740.18 1,821.24 228.84 114.37 — — — 否 

基蛋生物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否 8,730.00 8,730.00 8,730.00 4,041.82 6,019.84 -2,710.16 68.96 

2020年 7

月 

— — 
否 

基蛋生物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 
否 6,824.00 6,824.00 6,824.00 4,128.32 7,153.57 329.57 104.83 

2020年 7

月 

— — 
否 

总部基地项目 否 6,250.00 6,250.00 6,250.00 0.80 0.81 -6,249.19 0.01 —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3,750.00 13,750.00 13,750.00 773.51 14,076.07 326.07 102.37 — — — 否 

合计 — 66,921.00 66,921.00 66,921.00 26,184.73 54,154.20 -12,766.80 80.9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POCT 体外诊断试剂及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生产项目：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南京江北新区整体规划变化，项目的建设规

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环节均受到影响，导致项目进展缓慢；公司于 2019年 4月 30日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本项目延期至 2020年 7月。 

2、基蛋生物研发中心项目：为了保证实验室的先进性，公司在研发设备的选型方面较为谨慎，需花费一定时间考察相关设

备的性能指标和适配性指标，并将不同设备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为了最终能建设成具有高标准的研发中心，公司审慎研究论证后

对项目的进度进行优化，并于 2019年 7月 2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的议案》，同意将“基蛋生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期自 2019年 7月延至 2020 年 7月。 

3、总部基地项目：因南京江北新区整体规划变化，导致项目进程放缓。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附件 2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募集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8月 2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1,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

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经自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额度超过 2016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的 50%，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于 2017年 9月 27日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补充确

                                                   
1 此金额不包含原账户中的理财收益及利息。 



 

 

认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于 2018年 4月 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 41,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公司于 2018年 5月 3日召开了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项议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

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组织实施。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7,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一年内。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项议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

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组织实施。截

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5,5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投项目未完工/未完成决算。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9年度 

编制单位：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

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年产 700 台医疗

器械、1 万盒体外

诊断试剂项目 

胶乳及质

控品类体

外诊断试

剂产业化

项目 

5,589.60 5,589.60 2,849.20 5,187.36 92.80 
2019 年 11

月 
— —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1,592.40 1,592.40 1,740.18 1,821.24 114.37 — — — 否 

合计 — 7,182.00 7,182.00 4,589.38 7,008.60 97.59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

体募投项目） 

变更募投项目实施方案的原因系公司为了实现生化诊断产品的规模化生产，由控股子公司吉林基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实施，有利于实施公司对分类产品的生产管理；同时，为缓解公司因业务规模扩大而

产生的流动资金压力，原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和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已按照相关规定发表意见，保荐机构已出

具专项核查意见；公司已按上交所规定进行信息披露，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18-034）。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截止 2019年 11月末，年产 700台医疗器械、1万盒体外诊断试剂项目已完工待决算，尚未产生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