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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36号”文核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7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

人民币22.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74,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61,289,1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12,710,900.00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2011年3月2日全部到位，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并出具了广会所验字【2011】第09006040235号验资报告。 

（二）2015年半年度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 2015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加：累计到
账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

净额 

减：以前年度
已使用金额 

本报告期使用金额 

期末余额 直接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 

补充
流动
资金 

偿
还
银
行 

贷
款 

1,412,710,900.00 109,798,592.14 711,304,225.79 30,231,160.69   780,974,105.66 

截至2015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

561,535,386.48元，其中包括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93,000,039.41元；补充流动资金180,000,000.00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741,535,386.48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期末资金余额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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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

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1、2011年3月3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

新兴科技园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等三家银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经公司200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通过了《关于增资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

公司用于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授权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设

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募投项目“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动物疫苗工程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实施，该两个项目所需的资金16,000.00

万元由公司用募集资金对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进行投入。根据上述议案，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区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肇庆高新支行等两家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3、2011年9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2011年10月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

金使用计划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2,860万元用于综合大楼

建设项目，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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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科技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5、2012年1月13日，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

公司和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和《关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注册资本及

变更注册地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动物保健品营销网络建设及改造项目”由新

设子公司广东惠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实施。2012年5月17日，公司、广东惠牧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

科技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将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841250138308093001）的募集资金转入广东惠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开设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732858281983）中。 

6、  2011年9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的议案》，其中，“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计划总

投资9,002.94万元，项目拟建在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大华

农”）厂区内和广东省新兴县温氏科技园区内，其中肇庆大华农的厂区内建设饲料

添加剂车间和中药提取车间、投资额7,657.24万元，温氏科技园内建设消毒剂液体

车间和消毒剂固体车间、投资额1,345.70万元。其后，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2020003229200092420），该专户仅用于“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

建及新建项目”中的消毒剂液体及固体车间的建设、使用，公司将募集资金1,345.70

万元转入该账户。2012年3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超募项目“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将超募资金项目 “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的建设地

点由“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厂区内和广东省新兴县温氏科技园区内”变更为

“佛山顺德（云浮新兴新成）产业转移工业园（简称„新成工业园‟）内”。2012年5

月2日，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将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0003229200086893中的资金7,657.24万元转入账户2020003229200092420中。 

7、2013年1月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3年1月21日公司201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佛山市正典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60%股权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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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存

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0003229200086893中的资金15,840.00万元转入账户

2020003229200111907中。 

8、2013年3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建设动物药品研发与检测中心的议案》，2013年4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

上述议案，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兴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44666101040006307中的资金1,952.00万元转入账户44666101040007867中。 

9、经2014年8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年11月12日的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动物保健品营销网络建设及改造项目”，终

止后结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已转入超募资金专用账户中。 

2015年上半年，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

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形。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为780,974,105.66

元。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 
841250138308094001 

新账号 735457760254 

292,704,440.1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支行 44650101040006396 1,493,740.4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 44666101040006307 119,200,378.6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 44666101040006299 37,749,397.7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 
841250138308093001 

新账号 647057755283 

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 73285828198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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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区支行 2017023829022152764 8,385,746.9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 2020003229200086893 295,277,800.4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 2020003229200092420 943,804.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 2020003229200092544 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 634058182725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支行 2020003229200111907 11,621,933.5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 44666101040007867 13,596,863.47 

合计 780,974,1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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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41,271.0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23.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4,1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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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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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可

达 到 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苗产业化技术改造

项目 

否 10,000.00 10,000.00 214.42 9,217.61 92.18%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净利润
2,385.57 

是 否 

家禽多联系列灭活

疫苗产业化技术改

造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4,495.81 64.23% 
2013 年 10 月

30 日 

净利润
189.66 

否 否 

猪蓝耳病活疫苗产

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269.98 5,671.37 81.02% 

2013 年 6 月

30 日 

净利润
1,220.35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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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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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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达 到 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年生产 8000 吨中

兽药产业化技术改

造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284.5 3,767.48 53.82%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净利润
554.09 

否 否 

动物保健品营销网

络建设及改造项目 
否 6,000.00 6,000.00  616.45 10.27%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已

经终止 
是 

动物疫苗工程研发

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否 6,000.00 6,000.00 735.97 3,938.78 65.65%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不直接

产生效

益 

否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否 -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3,000.00 43,000.00 1,504.87 27,707.5   4,349.67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18,000.00 18,000.00 - 18,000.00 100% 不适用 0 

不直接

产生效

益 

否 

饲料添加剂、兽用

药物制剂改扩建及

新建项目 

否 9,002.94 9,002.94 180.13 9,166.27 101.81% 
2014 年 12 月

31 日 
-97.51 

项目刚

刚建成 
否 

广州营销中心建设

项目 
否 1,464.00 1,464.00 - 972.22 66.41% 

2012 年 10 月

31 日 
0 

不直接

产生效

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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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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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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达 到 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否 2,860.00 2,860.00  2,892.39 101.13% 
2014 年 12 月

31 日 
0 

不直接

产生效

益 

否 

收购佛山市正典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60%股权项目 

否 15,840.00 15,840.00 1,056.00 14,784 93.33% 
2013 年 2 月 1

日 

净利润
829.28 

是 否 

动物药品研发与检

测中心项目 
否 1,952.00 1,952.00 282.12 631.16 32.33%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未

完成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49,118.94 49,118.94 1,518.25 46,446.04   731.77   

合计  92,118.94 92,118.94 3,023.12 74,153.54   5,081.4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的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三）的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四）的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五）的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六）的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七）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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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家禽多联系列灭活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猪

蓝耳病活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动物疫苗工程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广州营销中心建

设项目；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 、 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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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本着厉行节约、合理有效的原则使用募集资金，共计节余 5873.6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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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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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募集资金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计划进度变更的情况。 

（2）募集资金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 

1、家禽多联系列灭活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新产品上市、市场开拓需要

较长时间。  

2、猪蓝耳病活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由于该车间产品2014年才正式投放

市场、知名度提升并产生效益需要一段过渡时间。 

3、年生产8000吨中兽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第二期还未建成，项目尚未完

全达产。 

4、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项目于2014年12月底才刚

刚建成，未能完全产生效益。 

 

（三）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动物保健品营销网络建设及改造项目实施三年多以来，公司一直进行积极探

索，经了几次实施主体、方式的变更。但由于近年来动物保健品的市场格局及经营

店建设模式、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公司仍然按照原建设内容继续实施，在

预定的时间内较难达到原定开设120个GSP直营店的目标，同时，项目资金投入较

缓慢，影响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终止

“动物保健品营销网络建设及改造项目”。相关议案已于2014年8月25日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年11月12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分别出具了独立意见、核查意见。

终止后结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已经转入超募资金专用账户中。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2年3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超募项目“饲

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将超募资金项目 

“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的建设地点由“肇庆大华农生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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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限公司厂区内和广东省新兴县温氏科技园区内”变更为“佛山顺德（云浮新兴新

成）产业转移工业园（简称„新成工业园‟）内”，具体地点为新兴县新成工业园B5-

02-03地块，公司已取得该宗土地的权属证书，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面积26,747.1

平方米，购买该宗土地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012年10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年生产

8000吨中兽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和调整实施进度的议案》， 将募

集资金项目“年生产8000吨中兽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地点除新兴县温氏科技

园区以外增加“佛山顺德（云浮新兴新成）产业转移工业园（简称„新成工业

园‟）”， 具体地点为新成工业园B5-02-04 地块，公司已取得该宗土地的权属证

书，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面积27,259.4 平方米，购买该宗土地资金来源为公司自

有资金。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2年1月13日，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

司和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和《关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注册资本及变

更注册地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原有公司实施的“动物保健品营销网络建设及

改造项目”改由公司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广东惠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实施。 

2013年4月18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动物保健

品营销网络建设及改造项目”调整实施方式和实施进度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

由原计划的惠牧公司独资设立子公司调整为视各地情况采取部分合资、部分独资的

方式设立子公司开设GSP直营店。如以合资方式设立的子公司，惠牧公司的持股比

例需为51％以上；由于实施方式调整，项目建设完成时间由2014年4月30日调整为

2015年12月31日。 

由于动物保健品的市场格局及直营店建设模式、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如

公司仍然按照原建设内容继续实施，在预定的时间内较难达到原定开设120个GSP

直营店的目标，同时，项目资金投入较缓慢，影响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因此，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终止“动物保健品营销网络建设及改造

项目”。公司独立董事、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独立意见、核查意见。 

 

（六）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3 

 

2011年4月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将募集资金9,300.00万元置换截至2011年3月31日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其中：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4,369.13万

元，家禽多联系列灭活疫苗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3,636.65万元，年生产8000吨中兽

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820.99万元，动物疫苗工程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473.23万

元。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

“广会所专字[2011]第09006040291号”鉴证报告。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1年4月1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超募资金中的18,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超募资金中的18,000.00万元

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1年9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

计划的议案》，将超募资金中的9,002.94万元用于公司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

改扩建及新建项目，1,464.00万元用于公司广州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公司独立董事

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支

付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制剂改扩建及新建项目支出9,166.27万元，支付广州营销

中心项目支出972.22万元。 

2011年10月 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

用计划的议案》，将超募资金中的2,860.00万元用于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公司独立

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截至 2015年6月30 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

金支付综合大楼建设项目支出2,892.39万元。 

2013年1月21日，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

购佛山市正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60%股权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5,840万元

收购谭志坚等43名自然人持有的佛山市正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60%股权。公司独立

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截至2015年6月30 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

金支付佛山市正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款14,784万元。 

2013年3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建设动物药品研发与检测中心的议案》，将超募资金中的1,952万元用于建设动

物药品研发与检测中心。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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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支付动物药品研发与检测中心建设支出

631.16万元。 

（八）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2015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九）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2015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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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