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为了进一步提升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莱英”

或“公司”）的综合实力、把握发展机遇，公司拟定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用于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创新药一站式服务平台扩建项

目、生物大分子创新药及制剂研发生产平台建设项目、创新药 CDMO 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对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31,057.20 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

发行费用后，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1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

术（天津）有限公司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

津）有限公司创新药一站

式服务平台扩建项目 

68,000.00 35,000.00 

2 
上海凯莱英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生物大分子创新药及制剂

研发生产平台建设项目 
62,236.45 30,000.00 

3 
吉林凯莱英制药有

限公司 

创新药 CDMO 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160,000.00 100,000.00 

4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

津）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66,057.20 66,057.20 

合计 356,293.65 231,057.2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

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以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

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扩大化学药 CDMO 产能、新建生物药 CDMO 生

产基地等。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战略性拓展生物药 CDMO 业务，扩大服务范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制剂和生物药 CDMO 领域，既顺应当前行

业发展趋势，又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在全球创新药中，生物技术的发展尤

为突出，其中抗体药物靶向性强、疗效好、副作用小，是生物药中最重要的细分

市场。全球生物药 CDMO 市场规模在 2018 年至 2022 年预计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8%，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扩充公司在生物药、尤其是抗体药物领域的

产能，丰富公司研发和生产服务领域，完善公司为客户提供 CDMO 服务的能力。 

2、扩大制剂产能、完善公司“API+制剂”一站式服务 

提升服务竞争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建成并

投产后，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制剂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扩大制剂产能规模，满足客

户创新药工艺研发和药品生产的整体性需求。一方面，公司可以显著提高制剂业

务收入，丰富业务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提供“API+制剂”一站式服务，解决客户

创新药研发中的痛点，既可以提升与现有客户合作的深度，也可以推动公司快速

获取更多中小创新药公司客户，提高客户广度。 

3、增强资金实力，为公司下一阶段战略布局提供充分保障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公司逐步与国际制药巨头、新兴医药公司形成深度

嵌入式合作关系，在制药公司群体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建立了持续进化的研发平

台，高效的运营体系，高水准的生产质量管理和安全环保体系，打造了拥有经验



丰富的研发团队和生产管理团队，形成了“严谨、严肃、严苛”的企业文化，形成

了公司的竞争优势，为公司下一阶段对可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面对市场机遇，公司战略上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与欧美大制药公司合作的粘

性，提升公司客户服务“深度”，另一方面，着力开拓中小创新药公司，提高服务

客户的“广度”；此外，随着公司服务的创新药项目陆续上市，商业化项目也将进

一步增加。因此，随着市场的开拓和订单增加，需要公司进一步加大产能建设和

运营投入，产生较为迫切的资金需求。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会

进一步增强公司资金实力，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战略布局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帮助公司增效提速，加快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和行业地位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项目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本次募投项目的规划设计是公司管理层从公司实际出发，结合医药产业发展

要求做出的。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也有利于维护股东利益，具有可行性。 

序号 产业政策 时间 主要内容 

1 《国务院关

于加快培育

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

的决定》 

2010 年 10

月 10 日 
大力发展用于重大疾病防治的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

和诊断试剂、化学药物、现代中药等创新药物大品种，

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水平。推进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开发、

示范与应用。 

2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促

进医药产业

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 

2016 年 3

月 11 日 

为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提出当前主要任务：加强技术

创新，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加快质量升级，促进绿色安

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集约发展水平；发展现代

物流，构建医药诚信体系；深化对外合作，拓展国际发

展空间；培育新兴业态，推动产业智能发展。 

3 《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

制度试点方

案》 

2016 年 5

月 26 日 

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广东、四川等 10 个省（市）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制度试点，试点内容包括：（1）试点行政区域内的药

品研发机构或者科研人员可以作为药品注册申请人（以

下简称申请人），提交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品上市申

请，申请人取得药品上市许可及药品批准文号的，可以

成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下简称持有人）。法律法

规规定的药物临床试验和药品生产上市相关法律责任，

由申请人和持有人相应承担。（2）持有人不具备相应

生产资质的，须委托试点行政区域内具备资质的药品生



序号 产业政策 时间 主要内容 

产企业（以下称受托生产企业）生产批准上市的药品。

持有人具备相应生产资质的，可以自行生产，也可以委

托受托生产企业生产。（3）在药品注册申请审评审批

期间或批准后，申请人或持有人可以提交补充申请，变

更申请人、持有人或者受托生产企业。 

4 《“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 

2016 年 7

月 28 日 

在“第二篇构筑国家先发优势”，“第四章实施关系国家

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提出“持续攻克‘核高

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集

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数控机床、油气开发、核

电、水污染治理、转基因、新药创制、传染病防治等关

键核心技术，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事关国家安

全的重大科技问题” 

5 《“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 

2016 年 11

月 29 日 

加快开发具有重大临床需求的创新药物和生物制品，加

快推广绿色化、智能化制药生产技术，强化科学高效监

管和政策支持，推动产业国际化发展，加快建设生物医

药强国。 

6 《战略性新

兴产业重点

产品和服务

指导目录》 

2017 年 1

月 25 日 

将生物医药产业下设生物医药服务，具体为“针对化学

药、生物制品、中药和医疗器械等不同类型的创新产品，

以获得上市许可为目标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的委托

合同研究（CRO）”、“不同规模的原料、辅料和制剂的

委托合同生产（CMO）”等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

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7 《关于深化

审评审批制

度改革鼓励

药品医疗器

械创新的意

见》 

2017 年 10

月 8 日 

取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临床机构的预认证，支

持临床试验机构和人员开展临床试验，以及接受国际多

中心临床试验数据；支持临床急需及罕见病类药品和医

疗器械研发，加速审评；推动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全面

实施等。其中优化临床试验审批程序部分提出：“受理

临床试验申请后一定期限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未给出

否定或质疑意见即视为同意，注册申请人可按照提交的

方案开展临床试验。” 

8 《总局关于

鼓励药品创

新实行优先

审评审批的

意见》 

2017 年 12

月 28 日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药品注册申请，可列入优先审评审

批范围；防治艾滋病、肺结核、病毒性肝炎、罕见病、

恶性肿瘤、儿童疾病、老年人特有和多发的疾病且具有

明显临床优势的药品注册申请均可列入优先审评审批

范围；对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做出详尽规定，并对各环节

给出明确时限。 

9 《关于组织

实施生物医

药合同研发

和生产服务

平台建设专

项的通知》 

2018 年 6

月 11 日 

重点支持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综合性生物医药合同研

发和生产服务平台建设，着力提升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

服务能力，促进生物产业倍增发展，培育生物经济新业

态新模式。通过专项实施，有效支撑创新药研发和产业

化，力争达到每年为 100 个以上新药开发提供服务的能

力；提高药品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和全产业发展效

率，支撑一批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发展；带动区域生物



序号 产业政策 时间 主要内容 

医药产业进一步高质量集聚，加快培育形成一批世界级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10 《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

关于调整药

物临床试验

审评审批程

序的公告（2

018 年第 50

号）》 

2018 年 7

月 30 日 

在我国申报药物临床试验的，自申请受理并缴费之日起

60 日内，申请人未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

审评中心否定或质疑意见的，可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药

物临床试验。 

11 

《药品管理

法（修订草

案）》 

2019 年 4

月 26 日 

将“国家对药品管理实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写

入总则 

2、公司有丰富的安全生产经验，已建立高水平的质量管理体系 

（1）公司有丰富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作为全球行业领先的 CDMO 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主要致力于全球制药工

艺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为国内外大中型制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提供药物

研发、生产一站式 CMC 服务。公司建立了高标准的要求，通过制药工艺优化、

质量和 EHS 保障、规模化生产、供应链管理等环节的高水平管理和严格的质量

控制，达到安全生产、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减少三废排放和能耗的目标。 

（2）公司已建立与国际接轨的 cGMP 质量体系 

基于 ICHQ7 的规范要求，公司建立了完整的 cGMP 质量体系，划分为六大

系统：物料管理、厂房/设备/设施、生产管理、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包装和贴

签。同时公司始终坚持质量体系四项基本原则：避免混淆、预防污染、规范执行、

保留记录。依靠自身严格规范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司及旗下子公司多次顺利通过

美国 FDA、澳大利亚 TGA 和韩国 MFDS 的 GMP 现场审查，这标志着公司在质

量体系上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服务客户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CDMO 业务承

接项目将进一步向更深、更高层次延伸。良好的 cGMP 质量体系将是募投项目

产品质量的坚实保障。 

凯莱英及各子公司通过的国际官方审查及次数 

公司/子公司 美国FDA 韩国MFDS 
澳大利亚

TGA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   

凯莱英医药化学（阜新）技术有限公司 ★★★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   

吉林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 ★ ★★ 

3、公司已建立持续进化的研发平台，支撑技术研发和业务开拓 

（1）公司人才储备充足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员工3,840人，其中研发人员1,838人，占总

人数的47.86%。此外，公司拥有国内外顶尖专家顾问团队，其中包括聘请包括诺

贝尔化学奖得主、著名研究所教授、跨国制药企业高管在内的多位国际顶尖专家、

学者组建科学顾问委员会。更聘请国内医药行业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及行业

带头人组成国内制药发展战略专家委员会。 

公司始终注重各梯队研发人员的引进、培养和研发经验的传承，以中西合璧

的人才组合方式，不断从国内外吸纳、引进拥有多年丰富制药经验的权威专家、

高技术人才，完善公司人才梯队，充足的技术研发人员储备也将保障本次募投项

目的顺利实施。 

（2）公司注重研发投入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坚持以技术驱动为核心竞争力，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逐步上升，研发人员不断增多，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比例分别为 6.83%、8.46%及 7.83%，居于行业前列。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研发人员数量（人） 1,838 1,468 1,164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47.86% 44.61% 43.37% 

研发投入金额（万元） 19,252.18 15,517.77 9,723.6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7.83% 8.46% 6.83% 

（3）公司持续技术革新 

公司专注于不断创新和改进开发制造技术与工艺，保持行业领先标准，公司

专有的世界级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据 Frost&Sullivan 数据显示，连续性

反应技术和生物酶催化技术被视为药物制造行业最尖端的技术解决方案，公司是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将连续性反应技术延伸应用在生产制造的公司之一。此外，公

司持续对新解决方案（如光化学和电化学）的应用进行战略性投资，更新发展技

术平台。公司持续向客户提供技术先进的专有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有意义的价

值。公司全球领先的连续性反应技术将传统的批量生产过程转化为自动连续生产

过程，大大提高了安全性、产量、废料处理成本效率和稳定性。 

基于原有在化学药领域的技术优势，公司持续投入研发，不断创新和改进开

发制造技术与工艺，推动建立制剂和生物药领域研发技术优势，打造持续进化的

研发平台。公司持续的研发投入及持续进化的研发平台将为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提供有力保障。 

4、公司有丰富的客户服务经验及良好口碑，募投项目契合客户需求 

（1）公司有服务优质客户的能力与丰富经验 

自成立伊始，公司就确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导向，奠定了“值得信任

的CDMO合作伙伴”的行业地位，能够为需求各异的全球客户协同创造价值，可

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公司通常与客户在临床阶段开始合作，并持续到大规模

商业化生产。公司通过技术营销建立了覆盖全球主流制药企业的市场营销网络，

并有能力同时承接诸多重磅药物订单，服务客户包括默沙东、辉瑞、百时美施贵

宝、艾伯维、礼来等世界大中型制药公司以及再鼎医药、和记黄埔、贝达药业、

迪哲医药、亚盛医药等国内知名创新药公司，同时与国际制药巨头、新兴医药公

司形成深度嵌入式合作关系，成为多家跨国制药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公司荣获

“2017中国医药企业转型升级最佳伙伴”、“2018中国医药企业转型升级最佳伙伴”

奖项。罗氏中国“最有价值合作伙伴”奖、辉瑞公司“最佳医药中间体合同生产商

奖”、被默沙东评为原料药中国“一级供应商奖”、和记黄埔“2016年度最有价值合

作伙伴奖”等。 

公司部分客户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2019 年全球销售额（亿美元） 2019 年销售额全球排名 

1 强生 821.0 1 

2 罗氏 635.4 2 

3 辉瑞 517.5 3 



序号 客户名称 2019 年全球销售额（亿美元） 2019 年销售额全球排名 

4 诺华 474.5 4 

5 默沙东 468.4 5 

6 艾伯维 332.7 8 

7 百时美施贵宝 261.5 11 

8 阿斯利康 235.7 12 

9 安进 233.6 13 

10 礼来 223.2 15 

数据来源：FiercePharma 

（2）公司现有客户对生物药 CDMO 服务和“API+制剂”一站式服务均有迫切

需求 

公司为现有客户提供化学药 CDMO 服务，但公司现有主要客户均拥有大量

的生物药已上市产品和在研产品；比如全球畅销的生物药阿达木单抗（艾伯维）、

依那西普（辉瑞、安进）、英夫利昔单抗（强生、默沙东）等均涉及公司的主要

客户；公司国内客户和记黄埔、再鼎等也拥有生物药在研产品或其中国市场权益。

基于此前的良好合作，在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将积极与客户洽谈，力求进入其

生物药 CDMO 服务供应链。 

公司已经积累了数百家新兴医药公司客户。公司在积极开拓新兴医药公司市

场，新兴医药公司普遍关注新药研发，可以将产能建设、安全生产和质量控制等

部分通过外包方式实施。因此，“API+制剂”一站式服务是未来提供 CDMO 服务

的新趋势，能够满足客户的迫切需求。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创新药一站式服务平台扩建项

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实施，

总投资额为 68,00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 2 年，建设地点位于天津经济开发区第

七大街 71 号。 



2、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68,0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65,105.90 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 2,894.1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35,000.00 万元。 

3、项目主要产品 

本项目的主要产品包括中间体研发及中试（临床阶段），固体制剂、注射剂

定制研发生产（临床阶段），主要用于抗肿瘤、治疗糖尿病、治疗艾滋病等领域。 

上述治疗领域为公司根据合理估计预设的拟生产产品方案，本项目建设的中

间体、固体制剂、注射剂生产车间为多功能生产车间，主要生产设备具有较高的

通用性，如果某治疗领域产品未来市场需求低于预期（例如出现下游客户新药研

发终止或客户订单减少），公司将安排其他治疗领域产品在本多功能车间生产，

填补产能利用率的不足；如果未来代表性产品的市场需求超过本项目设计生产能

力，公司将安排转入更大规模车间生产。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94,407.65 万元，净

利润 19,044.48 万元，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5.88 年，税后内部收

益率为 23.75%，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5、涉及的审批、备案事项 

本项目的备案、环评事项已办理完毕。 

（二）生物大分子创新药及制剂研发生产平台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凯莱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施，总投资额

为 62,236.45 万元，项目建设期 2 年，建设地点位于上海市金山工业区。 

2、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62,236.45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60,236.45 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 2,000.0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 



3、项目主要产品 

本项目的主要产品包括抗体药物研发及中试、制剂研发及中试。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57,400.00 万元，净

利润 11,642.22 万元，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6.87 年，税后内部收

益率为 16.18%，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5、涉及的审批、备案事项 

本项目的备案、环评事项已办理完毕。 

（三）创新药 CDMO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吉林凯莱英制药有限公司实施，总投资额为

160,00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 2 年，建设地点位于敦化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 

2、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60,0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56,366.98 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 3,633.02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100,000.00 万元。 

3、项目主要产品 

本项目的主要产品包括①固体制剂、注射剂定制研发生产（商业化阶段），

主要用于抗肿瘤、治疗糖尿病、治疗艾滋病等领域；②抗体注射液定制研发生产。 

上述治疗领域为公司根据合理估计预设的拟生产产品方案，本项目建设的固

体制剂、注射剂生产车间为多功能生产车间，主要生产设备具有较高的通用性，

如果某治疗领域产品未来市场需求低于预期（例如出现下游客户新药研发终止或

客户订单减少），公司将安排其他治疗领域产品在本多功能车间生产，填补产能

利用率的不足；如果未来代表性产品的市场需求超过本项目设计生产能力，公司

将安排转入更大规模车间生产。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59,520.00 万元，净

利润 32,444.81 万元，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7.02 年，税后内部收

益率为 17.14%，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5、涉及的审批、备案事项 

本项目的备案、环评事项已办理完毕。 

（四）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的 66,057.20 万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公司本次发

行拟募集资金总额的 28.59%。 

2、项目投资概算 

根据最近三年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并结合公司经营性应

收（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其他流动资产）、应付（应付账款及应付

票据、预收账款）及存货科目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

如下： 

（1）测算假设 

①2020 年至 2022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收入年增长率假设 

以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的经营状况为基础，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的营业

收入和增长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45,998.55 183,487.76 142,303.34 

营业收入增长率 34.07% 28.94% 28.99% 

由上表可见，2017 年-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 30.67%。 

根据上述假设，公司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 30.00%作为公司 2020 年-2022 年

营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因此，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预测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预测） 2021 年（预测） 2022 年（预测） 

营业收入增长率 30% 30% 30% 

营业收入 319,798.12  415,737.56  540,458.82  

注：以上测算不构成上市公司业绩预测或承诺 

②最近三年公司的业务和收入结构较为稳定，假设 2020 年至 2022 年的各项

财务相关指标均与 2017 年-2019 年平均值一致。其中，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预

付账款、存货、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和预收款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9.02%、

1.33%、19.88%、12.22%和 0.55%。 

（2）测算过程 

按照前述参数假设，公司对未来流动资金需求额进行了测算，测算的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基期） 

2020 年 

（预测） 

2021 年 

（预测） 

2022 年 

（预测） 

2022 年与

基期的差额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65,850.50 92,804.75 120,646.17 156,840.02 90,989.52 

预付账款 2,827.51 4,239.04 5,510.75 7,163.98 4,336.47 

存货 44,878.29 63,580.44 82,654.57 107,450.94 62,572.65 

经营性流动资产 113,556.31 160,624.23 208,811.49 271,454.94 157,898.63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26,698.09 39,063.56 50,782.63 66,017.42 39,319.33 

预收账款 2,015.24 1,750.04 2,275.05 2,957.56 942.32 

经营性流动负债 28,713.33 40,813.60 53,057.68 68,974.98 40,261.65 

流动资金占用额
注

 84,842.98 119,810.63 155,753.82 202,479.96 117,636.98 

流动资金需求额 - - - - 117,636.98 

注：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根据测算，公司未来流动资金需求额为 117,636.98 万元。因此，公司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66,057.2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与公司经营规模相匹配。 

如果公司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补充流动资金 66,057.20 万元，按照 1 年期银行

贷款基准利率 4.35%测算，则使公司节约财务费用 2,873.49 万元，将有利于保护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采用股权融资方式补充流动资金是必要的，具有较好的经济

性。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

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

司的综合竞争实力以及巩固其在行业中的地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提升，

资产负债率下降，财务风险将有效降低；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优化资本

结构，进一步支持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逐步实施和投产，可使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

加强。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战略需求，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

资金需求，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后续融资能力，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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