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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作为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圣制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下简称“《规范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天圣制药2018年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620号文核准，天圣制药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3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22.37元。四川华

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5月16日对天圣制药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川华信验[2017]41号《验

资报告》。天圣制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118,561.00万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7,879.07万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安

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

存储，并已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垫江支行、兴业银行重庆分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

招商银行重庆分行长寿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

使用。公司、华西证券、上述五家银行及募投项目相关实施主体共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初始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账户 初始存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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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专户 198,630,000.0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专户 372,797,000.00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专户 209,098,700.0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专户 200,000,000.00 

招商银行重庆分行长寿支行专户 98,265,000.00 

合计 1,078,790,700.00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度，天圣制药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口服固体制剂GMP

技术改造项目、非PVC软袋大容量注射剂GMP技术改造项目、天圣（重庆）现

代医药物流总部基地、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投入金额 

口服固体制剂 GMP 技术改造项目 4,291.53 

非 PVC 软袋大容量注射剂 GMP 技术改造项目 -4,783.90 

天圣（重庆）现代医药物流总部基地 3,948.22 

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4.65 

合计 3,490.50 

2018年度，非PVC软袋大容量注射剂GMP技术改造项目因实施主体及实施

地点变更，原支付的建设资金退还募集资金专户；天圣（重庆）现代医药物流总

部基地及口服固体制剂GMP技术改造项目部分工程由重庆泰泓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承做。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7年6月13日，天圣制药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1.5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8年5月23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5亿元全部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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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3日，天圣制药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3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使用期限届满公司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事项经

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

程序。保荐机构同意天圣制药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将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超出预期，天圣制药须及时将

不低于项目所需资金金额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度。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天圣制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3

亿元，使用期限届满后公司应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17年6月13日，天圣制药第四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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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亿元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事项。

该事项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同意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以不超过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

银行理财产品，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超出预期，天圣制药须及时将该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变现，

归还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度。2017年6月30日，天圣制药2017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天圣制药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均已到期并收回本

金。 

（三）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1、自有资金先期投入情况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决议起，

截止 2017 年 5 月 17 日，天圣制药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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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709,306.78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1 
口服固体制剂GMP技术改

造项目 
572,797,000.00 211,094,682.28 

2 
非 PVC 软袋大容量注射剂

GMP 技术改造项目 
198,630,000.00 8,876,000.00 

3 
天圣（重庆）现代医药物流

总部基地 
209,098,700.00 21,517,904.50 

4 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98,265,000.00 3,220,720.00 

合计 1,078,790,700.00 244,709,306.78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

金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2017]京会兴专字第 03000015 号《天圣制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公司决

定使用募集资金 244,709,306.78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2、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1 
口服固体制剂GMP技术改

造项目 
211,094,682.28 211,094,682.28 

2 
非 PVC 软袋大容量注射剂

GMP 技术改造项目 
8,876,000.00 8,876,000.00 

3 
天圣（重庆）现代医药物流

总部基地 
21,517,904.50 21,517,904.50 

4 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220,720.00 3,220,720.00 

合计 244,709,306.78 244,709,306.78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经天圣制药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保荐机构亦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合计募集资金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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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078,790,700.00 

减：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30,362,564.18 

2、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244,709,306.78 

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0.00 

4、闲置募集资金认购理财产品 -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6,039,675.27 

募集资金余额 209,758,504.31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各专项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专户1 34,712.7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专户2 70,779,763.28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专户 40,824,442.18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专户 1,448,251.12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专户 31,521,700.18 

招商银行重庆分行长寿支行专户1 49,121.76 

招商银行重庆分行长寿支行专户2 65,100,513.03 

募集资金余额 209,758,504.31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7 年，公司拟将“非 PVC 软袋大容量注射剂 GMP 技术改造项目”的实

施主体由母公司“天圣制药”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泸州天圣药业有限公司”，同

时实施地点由“重庆市朝阳工业园区（垫江桂溪）”变更为“泸州高新区医药产

业园酒香大道”。对于该事项，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意变更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

点的议案》，同意变更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同时，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变更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经核查，保荐机构亦同意公司变更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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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2018 年，公司拟将“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母公司“天圣

制药”变更为全资子公司“重庆天圣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时将实施地

点由“重庆市朝阳工业园区（垫江桂溪）”变更为“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

道 19 号”。公司以增加注册资本的方式将“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

注入到重庆天圣生物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对于该事项，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

变更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同时，公司监事会、全体独立董事对变

更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经核查，保荐机构亦

同意公司变更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2018 年度，天圣制药已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西证券认为：天圣制药 2018 年度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http://quote.cfi.cn/quote_000776.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6032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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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陈国星                 唐忠富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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