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079           证券简称：圣达生物       公告编号：2020-055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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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规定，现将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或“圣达生物”）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442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上按市值

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2,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5.09元，共计募集资金30,180万元，坐

扣承销和保荐费用2,700万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27,480万元，已由主承

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已支付的审计保荐费203.77万元（不含税），以及上网发行费、招股说

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

费用1,668.77万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25,607.45万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

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3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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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959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包销方式，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991,36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

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99,136,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含

税）7,610,800.00元后实际收到的金额为人民币291,525,200.00元，已由主承

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此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不含税）

7,180,000.00元、律师费用（不含税）1,200,000.00元、会计师费用（不含税）

1,190,566.03元、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费用（不含税）310,294.91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89,255,139.06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19〕

204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节余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节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19,436.76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571.07万元，以前年度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为3,086.98万元；2020年半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31.74万元，2020年上半年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48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金额为3,313.23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9,468.5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573.55万元，累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为6,400.21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312.30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312.30万元。 

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451.89万元，2020年半年度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09.92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8,488.75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53.09万

元。 



 

截至2020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10,760.06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

5,260.06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未到期本金

为5,5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

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子公司浙

江新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象公司”）、安徽圣达生物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圣达”）和浙江圣达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研究院”）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

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台县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劳动路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台州天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2017年11月3日

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天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于2018年10月19日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

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

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

法》，本公司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子公司通辽市圣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辽圣达”）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

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分别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台州天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支行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2019

年8月16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鲁县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

辽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前述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有8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注] 
备  注 

本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支行 
19940101040036799 0.00 已注销 

本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支行 
19940101040037789 0.00 已注销 

本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台县支行 
405245788997 0.00 已注销 

本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

天台支行 
81070078801700000010 0.00 已注销 

安徽圣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

天台支行 
81070078801900000035 0.00 已注销 

银象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支行 
19940101040036997 0.00 已注销 

银象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支行 
19940101040036989 0.00 已注销 

研究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支行 
19940101040038878 3,122,989.21 

已于

2020年7

月27日

注销 

 合  计  3,122,989.21  



 

[注]：2019年8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实

施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对“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

进行结项，并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节余募集资金8,532,698.66元（具体金额

以实际结转时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终止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00吨生物素中间体烯酮和300吨叶酸技改项目”中“年

产300吨叶酸技改项目”，并将节余的募集资金8,269,779.07元（以上金额含利

息收入，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2019年12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部分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全部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公

司拟对“年产100吨纳他霉素和80吨ε -聚赖氨酸盐酸盐技改项目”结项，节余

募集资金51,283,529.88元，该项目结项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

全部实施完毕（或终止），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全部节余募集资金

51,547,422.74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已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64,002,081.89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尚余3,122,989.21元。 

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本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

天台支行 
81070078801400000238 1,793,910.45  

本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支行 
19940101040039157 41,796,918.88  

本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台县支行 
398776583255 7,064,284.62  

通辽圣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05210201040003329 799,612.23  



 

公司开鲁县支行 

通辽圣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辽分行 
154062797194 1,145,873.77  

 合  计  52,600,599.9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2.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拟使用累计

不超过人民币11,0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最终审定并签署相

关实施协议或者合同等文件。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决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本期购买理财（含结构性存款）明细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本年收益

（万元、

含税） 

是否

赎回 

期末余额

（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利丰”2020年第4195期对

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0 
2020年01

月22日 

2020年04

月24日 
8.92 是 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天台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90天） 

1,500.00 
2020年03

月27日 

2020年06

月25日 
14.41 是 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202002304】（机构客

户） 

1,500.00 
2020年03

月31日 

2020年07

月01日 
 否 1,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202002305】（机构客

户） 

1,500.00 
2020年03

月31日 

2020年07

月01日 
 否 1,5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天台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90天） 

1,000.00 
2020年05

月15日 

2020年08

月13日 
 否 1,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天台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90天） 

1,500.00 
2020年06

月29日 

2020年09

月27日 
 否 1,500.00 

合计  8,000.00   23.33  5,500.00 

(二)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根据《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披露，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000吨乳酸链球菌素项目”、“年产

2,000吨蔗糖发酵物项目”预计于2020年6月达到可使用状态。经公司2020年4月

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根据项目实际实施进度，将其建设完成期延期至2021年6月。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主要原因为：（1）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较晚，因此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展不及预期；（2）通辽圣达地处东北，受气候寒冷的客观因素影响，造成

土建及其他厂房建设项目实际建设期较短。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主要服务于企业自身现有的产品开发和工

艺改进,提高公司研究开发条件和经济效益,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

算效益。 

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节省利息费用，为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流动资金保障，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通辽市黄河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及增资项目主要用于与公司进行

业务资源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故通辽市黄河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及

增资项目无法单独测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3。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主要服务于企业自身现有的产品开发和工

艺改进,提高公司研究开发条件和经济效益,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

算效益。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9日 



 

附件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度1-6月 

编制单位：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607.4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7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58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468.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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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200吨生物素中

间体烯酮和300吨叶

酸技改项目 

是 8,000.00 8,000.00 8,000.00 0.00 7,277.06 -722.94 90.96 2019年8月 [注1] 是 否 

年产100吨纳他霉素

和80吨ε -聚赖氨酸

盐酸盐技改项目 

是 8,380.00 8,380.00 8,380.00 0.00 3,629.04 -4,750.96 43.31 2019年12月 [注2] 
不适

用 
否 

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

研究院项目 
是 2,200.00 2,200.00 2,200.00 31.74 1,534.94 -665.06 69.77 2019年8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7,027.45 7,027.45 7,027.45  7,027.45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25,607.45 25,607.45 25,607.45 31.74 19,468.50 -6,138.9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根据《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00吨纳

他霉素和80吨ε -聚赖氨酸盐酸盐技改项目”预计于2019年8月23日达到可使用状态。现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实施进

度，拟将其建设完成期延期至2019年12月23日。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7年8月24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4,637.69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分别于

2017年11月14日和2017年11月24日将4,637.69万元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入其他银行账户。以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已经公司2017年9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8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实施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公司

对“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进行结项，并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节余募集资金8,532,698.66元（具体金

额以实际结转时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00吨生物素

中间体烯酮和300吨叶酸技改项目”中“年产300吨叶酸技改项目”，并将节余的募集资金8,269,779.07元（以上金

额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9年12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并将全部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公司拟对“年产100吨纳他霉素和80吨ε -聚赖氨酸盐酸盐技改项目”结项，结余募集资金51,283,529.88元，

该项目结项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或终止），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全部节余募

集资金51,547,422.74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 

截至2020年06月30日，公司已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中的64,002,081.89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尚余3,122,989.21元。 

[注1]：其中“年产200吨生物素中间体烯酮项目”于2019年8月结项，本年度产品由安徽圣达公司生产后全部销售给本公司，按照税后利润口径计算效益为978.21万元，可研

报告中预测的整年税后利润为502.67万元，平均计算2020年1-6月税后利润为251.34万元，系包含“年产200吨生物素中间体烯酮项目”和“年产300吨叶酸技改项目”，我们

分摊计算出“年产200吨生物素中间体烯酮项目”的税后利润为167.56万元；“年产300吨叶酸技改项目”已终止实施。 

[注2]：其中“年产100吨纳他霉素和80吨ε -聚赖氨酸盐酸盐技改项目”于2019年12月结项，本年度产品由新银象公司生产，按照税后利润口径计算效益为482.78万元，可研

报告中预测的整年税后利润为589.98万元，平均计算2020年1-6月税后利润为294.99 万元，系包含“年产100吨纳他霉素”和“80吨ε -聚赖氨酸盐酸盐技改项目”，我们分

摊计算出“年产100吨纳他霉素”的税后利润为164.65 万元；“80吨ε -聚赖氨酸盐酸盐技改项目”本期未生产。 
 



 

附件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度1-6月 

编制单位：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095.7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51.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488.7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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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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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通辽市黄河龙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收购

及增资项目 

否 12,828.76 12,828.76 12,828.76 1,500.00 11,190.20 -1,638.56 87.23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年产1,000吨乳酸链球菌

素项目 
否 9,709.06 9,709.06 9,709.06 666.55 4,516.45 -5,192.61 46.52 2021年6月 [注2] 

不适

用 
否 

年产2,000吨蔗糖发酵物

项目 
否 7,375.86 6,557.90 6,557.90 285.34 2,782.11 -3,775.79 42.42 2021年6月 

未完

工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29,913.68 29,095.72 29,095.72 2,451.89 18,488.75 -10,606.9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根据《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

产1,000吨乳酸链球菌素项目”、“年产2,000吨蔗糖发酵物项目”预计于2020年6月达到可使用状态。现公司根据项

目实际实施进度，拟将其建设完成期延期至2021年6月。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为： 

（1）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较晚，因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不及预期； 

（2）通辽圣达地处东北，受气候寒冷的客观因素影响，造成土建及其他厂房建设项目实际建设期较短。 

上述延期已经公司2020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9年7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13,952.28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分别于

2019年9月2日、2019年9月9日和2019年9月11日将13,952.28万元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入其他银行账户。以上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已经公司2019年8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2之说明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由于发行费用的影响，实际募集资金小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公司支付发行费用817.88万元（含税）后，剩余资金29,095.72万元用于募投项目，发行费用（含

税）从“年产2,000吨蔗糖发酵物项目”中列支。 

[注2]：可研报告中未预测建设期（2018年6月-2020年6月）税后利润。 
  



 

附件3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0年度1-6月 

编制单位：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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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投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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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吨生物素中

间体烯酮和300吨叶

酸技改项目 

年产200吨生物素中

间体烯酮和300吨叶

酸技改项目 

8,000.00 8,000.00 0.00 7,277.06 90.96 2019年8月 [注1] 是 否 

年产100吨纳他霉素

和80吨ε -聚赖氨酸

盐酸盐技改项目 

年产100吨纳他霉素

和80吨ε -聚赖氨酸

盐酸盐技改项目 

8,380.00 8,380.00 0.00 3,629.04 43.31 2019年12月 [注2] 不适用 否 

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

研究院项目 

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

研究院项目 
2,200.00 2,200.00 31.74 1,534.94 69.77 2019年8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 18,580.00 18,580.00 31.74 12,441.04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变更前“年产100吨纳他霉素和80吨ε -聚赖氨酸盐酸盐技改项目”的实施地点位于银象公司已建厂区

和浙江溢滔食品技术有限公司新建厂区，现因公司对各主要产品布局规划进行调整，为便于生产管理，公

司将上述实施地点全部变更为银象公司已建厂区，其他内容不变。 

“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原计划由银象公司实施，现因公司吸引高端技术人才等原因，以

银象公司设立子公司浙江圣达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的实施主体，

实施地址变更为浙江杭州，该变更不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及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已经2018年9月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及时进行了公告。 

年产200吨生物素中间体烯酮和300吨叶酸技改项目中的年产300吨叶酸技改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变化

情况、公司产能增加，公司于本年度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00吨生物素中间体烯酮和300吨叶酸技

改项目”中“年产300吨叶酸技改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变更已经2019年8月1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及时进行了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1]：其中“年产200吨生物素中间体烯酮项目”于2019年8月结项，本年度产品由安徽圣达公司生产后全部销售给本公司，按照税后利润口径计算效益为978.21万元，可研

报告中预测的整年税后利润为502.67万元，平均计算2020年1-6月税后利润为251.34万元，系包含“年产200吨生物素中间体烯酮项目”和“年产300吨叶酸技改项目”，我们

分摊计算出“年产200吨生物素中间体烯酮项目”的税后利润为167.56万元；“年产300吨叶酸技改项目”已终止实施。 

[注2]：其中“年产100吨纳他霉素和80吨ε -聚赖氨酸盐酸盐技改项目”于2019年12月结项，本年度产品由新银象公司生产，按照税后利润口径计算效益为482.78万元，可研

报告中预测的整年税后利润为589.98万元，平均计算2020年1-6月税后利润为294.99 万元，系包含“年产100吨纳他霉素”和“80吨ε -聚赖氨酸盐酸盐技改项目”，我们分

摊计算出“年产100吨纳他霉素”的税后利润为164.65 万元；“80吨ε -聚赖氨酸盐酸盐技改项目”本期未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