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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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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1500吨/年兽用粉剂自动化密闭式工艺调配项目 

 新项目名称：动物用保健品综合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为

10,430.00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10,347.68 万元（含孳息） 

 变更后项目预计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的时间：2022年 6月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961 号文核准，青岛蔚蓝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蔚蓝生物”）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866.7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0.19元，共计募集资金 394,016,73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7,440,291.00 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验证，并由

其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9]37110002 号)。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募集

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上述募集资金运用均围绕主营业务进行，计划投资于“年产 10000 吨新型



生物酶系列产品项目”、“年产 10000吨植物用微生态制剂系列产品项目”、“1500

吨/年兽用粉剂自动化密闭式工艺调配项目”和“蔚蓝生物集团技术中心建设项

目”，项目总投资为 56,749.00 万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为 34,744.03 万元，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10,430.26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相关

部门备案或核准，截至 2020年 5月 31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额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投资进度 

（%） 

年产 10000吨新型生物酶

系列产品项目 
21,400.00 11,400.00   

年产 10000吨植物用微生

态制剂系列产品项目 
19,252.00 7,247.03 6,565.33 90.59 

1500吨/年兽用粉剂自动

化密闭式工艺调配项目 
10,000.00 10,000.00   

蔚蓝生物集团技术中心建

设项目 
6,097.00 6,097.00 3,864.93 63.39 

合计 56,749.00 34,744.03 10,430.26 / 

备注：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及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对“年产 10000

吨植物用微生态制剂系列产品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同时调整原项目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 3,966.61万元用于新项目的建设投资。变更后，该项目由公司另一全资

子公司山东康地恩实施，实施地点为费县经济开发区岩滨路西侧。 

 

（二）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概况 

上述投资项目中，“1500 吨/年兽用粉剂自动化密闭式工艺调配项目”拟建

于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后海西社区双元路，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

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地恩动物药业”）实施，原计划占地面积 2,400

平方米（48米×50米），建设 4层，局部搭建平台做成 5层，计划建筑面积 9,600

平方米；该项目采用自动化密闭式生产设备，新增设备 61台（套）；项目建成后

年产兽用粉剂 1,500吨。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产品的竞争力，提高生产效率，公司决定将原募投项目

变更为“动物用保健品综合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同时调整原项目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 10,347.68万元（含孳息）用于新项目的建设投资，由康地恩动物药业在青

岛市高新区茂源路北段实施，项目计划建设 6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 42,580.00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涉及金额为 10,347.68万元人民币，占募集资金

总投资额的 29.78%。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0 年 6月 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 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原项目基本情况  

原项目实施主体为康地恩动物药业，项目建设地址为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

道后海西社区双元路。 

2、原项目备案审批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

资额 
项目备案文号 环评核准文号 

1500 吨/年兽用

粉剂自动化密

闭式工艺调配

项目 

10,000.00 10,000.00 

青城发改投资备 [2016]2

号；青岛投资项目在线审批

监管平台项目统一编码：

2018-370214-27-03-000001 

青 环 城 审

[2016]20号 

3、原项目投资计划及预计效益  

原项目投资总额估算为 10,000.00万元，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4个月，项目

实施后资金投入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名称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 其他费用 合计 

一 建筑工程费 2,921.00        2,921.00  

二 设备购置费及安装   5,754.00  
 

  5,754.00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89.00  789.00  

四 基本预备费       205.00  205.00  

五 建设期利息           

六 铺底流动资金       331.00  331.00 



  总投资         10,000.00  

原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年新增营业收入 9,993.00 万元，年新增净利润为

1,105万元，项目投资回收期 7.7年。 

4、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目前，原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可用于变更的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10,347.68 万元(含孳息)，无项目应付款，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5,900.00 万元。 

(二) 变更的具体原因 

2019 年，当地政府将公司原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所在区域进行了规划调整，

在原实施地点区域内改造或建设新的生产线不再被批复。 

同时，随着公司的发展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未来公司的收益将不仅依赖于粉

散剂，将更加多元化，其他的剂型药物如口服液、饲料添加剂、消毒剂和中药制

剂等相比分散剂可以获得更多的销售收入。综合化的剂型药物产品应用的靶动物

将更加丰富，覆盖鸡、鸭、猪、牛、羊、特种动物、宠物和水产等。而这些产品

的生产制造需要一个先进的综合性生产基地来实现。此外，随着新版兽药 GMP

的实施，国家对新建兽药厂的硬件设施有了更高的要求，兽药制剂的全部生产线

均需要按新标准建设，公司原有兽药生产线需要进行升级重建。 

变更后的项目将有利于满足国家对兽药生产的要求，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

升产品竞争力。 

 

三、 新项目建设内容 

（一）新项目的基本情况 

动物用保健品综合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计划建设 6 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

42,580.00 ㎡，包括 4 个生产车间，可生产产品按剂型分类包括粉剂、散剂、预

混剂、颗粒剂、片剂、口服溶液剂、软膏剂、消毒剂（固体、液体）、杀虫剂、

饲料添加剂（固体、液体）、添加剂预混料（固体、液体）、药食同源产品生产线

（固体、液体）和中药提取。总投资金额为 10,430.00万元，本项目的建筑工程

部分由青岛蔚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设备、净化部分由青岛康地恩动物

药业有限公司投资。  

（二）变更项目后资金筹措情况 



变更后项目所需资金由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余资金投入，剩余不足

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 

（三）变更项目后募集资金投向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名称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 其他费用 合计 

一 建筑工程费 
 

      
 

二 设备购置费及安装   5,360.00  
 

  5,360.00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470.00  2,470.00  

四 基本预备费       
  

五 建设期利息           

六 铺底流动资金       2,600.00 2,600.00 

  总投资         10,430.00  

 

（四）计划投资进度：预计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的时间为 2022年 6 月。 

（五）投资回报分析 

本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年平均销售收入 14,800.00万元，年平均税后利润

1,500.00 万元，项目投资回收期 6.90年（含建设期 2年）。 

 

四、 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1、市场前景 

兽药行业对畜牧业预防、治疗和控制各类动物疫病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类

安全和食品供应的可持续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兽药市场进

入稳步发展时期。近年来，在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和食品需求的推动下，全球兽

药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2019年全球兽药市场规模达到 362.7亿美元。 

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兽药行业的规模总体仍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从

利润水平来看，2012 年-2017年，行业的毛利率保持较为稳定的提升态势。主要

是由于市场集中度的逐渐上升，毛利率相对较高的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

2018 年-2019 年，由于规模的回落，市场竞争的激化，行业毛利率也有所回落，

但行业总体毛利率仍保持在 30%以上。从细分产品市场来看，目前化药依然是市

场主要产品。2019 年化药销售额达 339.47 亿元，占市场销售总额的 72%。在兽

用化药市场中，原料药和化药制剂分别占化药销售额的 34.6%和 53.2%，是化药



的主要产品。 

本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新基地的建设和新产

品的开发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提高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生产制造水

平，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和盈利水平。 

2、风险提示 

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受宏观政策变化、技术开发、行情变化等不确定

因素的影响，存在市场发生变化、市场营销不理想，项目完成后实际运营情况无

法达到当初预期正常状态等方面的风险。 

 

五、 有关部门审批情况说明 

待项目完成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项

目备案、审批等手续。 

 

六、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此次变更是在资金投向坚持主营业务的前提下，根据公司技

术产品发展和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求，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系根据公司技术产品发展和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做

出的调整，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全体股东

利益，本次调整募投项目事项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三)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认为：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公司战略发

展要求做出的调整，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和稳健运营，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与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利用

效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

同意实施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事宜。 

 

七、 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募投项目的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