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年 1月 11日《关于核准南京新街口百货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0,612,492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根据公司与特定对

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利润

分配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

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说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

10,664,229股，实际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2.82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49,999,995.78，扣除承销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46,499,995.82 元

已存入本公司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账号：

93040154700000179）的人民币账户中。上述资金于 2017年 5月 31日到位，业

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苏亚验[2017]25 号

《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2020 年度 1-6月未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020 年度 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0.03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4,648.00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34,648.00万元，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为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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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募集资金专户发生情况 



2020 年 1 月 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22,634.07 

加：2020 年半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339.15 

减：银行手续费等 636.50 

截止 2020年 6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22,336.72 

（二）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年 7月 16日《关于核准南京新街口百货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 1128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53,418,803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根据《认购邀请书》

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资金需要量，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9.36 元/股，发行数量为 53,418,80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999,996.08元，扣除承销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87,371,996.12

元已存入本公司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账号：

93040078801400000454）的人民币账户中。上述资金于 2019年 7月 5 日到位，

业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苏亚验[2019]15 号《验

资报告》。 

2、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2019 年 12月 2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及中介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金额 230,094,817.81 元， 公司于 2020年 1 月 3日实施了置换。2020 年度 1-6

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68.66万元，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5,838.2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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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

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南京新街口百

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

的监督等方面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

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2017 年 6月，就公司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公司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根据相关披露文件，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养老护理人才培训

基地和远程医疗分诊与服务平台两个项目的建设及运营，其中：养老护理人才培

训基地项目由安康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实施，远程医疗分诊与服

务平台项目由三胞国际医疗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实施。截至 2017年 7

月 31日，本公司已将相关募集资金转账到项目的实施主体，其中：江苏金康信

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安康通的全资子公司）25,650.00万元，广州市纳塔力健

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三胞国际的子公司）9,000.00 万元。2017年 8 月，本公

司与江苏金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南京鼓楼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对江苏金康信息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实施监管管理。2017年 8月，本公司与广州市

纳塔力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招商银行上海曹杨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对广州市纳塔力健康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实施监管管理（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临 2017-041）。 

2019 年 7月，就公司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公司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相关各方均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良好，

不存在其他重大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招商银行南

京鼓楼支行、招商银行上海曹杨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0 年 6月 30

日，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元）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

支行 
93040154700000179  147,971.90 

江苏金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南京鼓楼支行 125907334110901  49,401.54 

广州市纳塔力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上海曹杨支行 121923404610701  24,963.28 

合计 / / 222,336.72 

2、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本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元）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93040078801400000454  258,382,281.58 

三、2020 年 1-6 月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募集资金使用全部是根据合同预付的项目款，见后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养老护理人才培训基地项目。2019年，安康通募集资金项目在有序的进展

中遇到了一些不可预见的内外部因素影响，进度延迟，未能在年度运营，主要原

因如下：（1）受 2019 年 4月 23日新消防法颁布影响，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评估

施工方案，募集资金项目需要配合新消防法验收标准做出新的设计方案，宁愿牺

牲一些时间，也要保障安全。（2）受国家经济大环境影响，安康通调整了过去

仅依靠自身扩张的业务发展战略，调整为依托上市公司资源及影响力，通过自身

发展、兼并、加盟、快速扩张覆盖全国的养老公司的这一战略，这一战略的调整



过程中，对原有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修改，且这一过程影响的时间较长。（3）

安康通根据养老市场的发展情况，为了更好适应行业发展需要，调整了经营策略，

更多的是夯实原有的居家养老模式，积极拓展长护险，放缓了对于高端养老护理

培训项目进程，暂缓推进培训业务，停滞了一段时间。自 2019年下半年以来，

安康通把工作重点放在以推进长护险的普惠养老为主的业务方向，同时也对高端

护理培训项目对接的海外培训机构也做了遴选，变更了原有的海外护理培训机构，

经过反复论证，准备选择更符合国情的培训机构；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养老长护

险项目已稳定推进，至 2019年底，安康通将继续推进养老护理培训这一重要的

业务保障工作。虽然安康通在这些项目上进度有些迟缓，没有达成 2019 年度运

营的计划。但是也为后续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目前徐州云龙区远程医疗和分诊服务平台项目正在建设中，主要由于新消防

法的颁布实施对项目建设施工的影响、平台业务的对接也相应后延，影响了项目

的进度。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期无。 

3、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二）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无。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披露的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1 PROVENGE 中国上市 51,506 50,000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2 PROVENGE 在早期前列腺癌的应用 174,724 150,000 

3 抗原 PA2024 国产化项目 51,065 50,000 

4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 5,000 5,000 

 

合计 282,295 255,000 

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数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数额，募集配套资金

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

位前，各标的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自筹资金实施项目建设，待募集配套资金到位

后予以全额置换。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情况 

为保证本次交易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募

集配套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支付相关中介费用并稳步推进募集配套资金投资

项目。 

截至 2019年 11 月 30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

计金额为 230,094,817.81元，其中 PROVENGE 在早期前列腺癌的应用投入为

28,828,365美元，按照 2019年 11月 3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7.0298 折

算人民币金额为 202,657,640.28 元；另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人民币

27,437,177.53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拟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金额 

1 PROVENGE 在早期前列腺癌的应用 202,657,640.28 202,657,640.28 

2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 27,437,177.53 27,437,177.53 

 合计 230,094,817.81 230,094,817.81 

上述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金额 230,094,817.81

元，业经苏亚鉴[2019]44 号《关于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鉴证。 

（3）置换募投资金的实施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

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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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注册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及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方可实施。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230,094,817.81 元， 公

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实施了置换。 

3、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

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

规情形。 

  



 

附表一：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649.99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4,648.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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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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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养老护理人才培训基地项目 否 25,649.99 25,649.99 0.00 25,649.00 99.99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远程医疗分诊与服务平台 否 9,000.00 9,000.00 0.00 8,999.00 99.99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4,649.99 34,649.99 0.00 34,648.00 99.9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养老护理人才培训基地项目投入全部为预付项目款；远程医疗分诊与服务平台项目投入全部为预付项目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主要由于新消防法的颁布实施对建设施工的影响等原因，项目进展缓慢。目前募集资金的使用，账面反映仍为预付款项的状态。 

 

 

 

 

 

 

 

 

 

 

 

 

 

 



 

附表二：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8,737.20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3,009.4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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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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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PROVENGE中国上市 否 5,000.00 5,000.00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PROVENGE在早期前列腺癌的

应用 

否 

150,000.00 150,000.00  20,265.76 13.51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抗原 PA2024国产化项目 否 50,000.00 50,000.00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 否 5,000.00 5,000.00  2,743.72 54.87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255,000.00 255,000.00  23,009.48 9.0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金额为 230,094,817.81 元，其中 PROVENGE 在早期前列腺癌的应用投入为

28,828,365 美元，按照 2019 年 11 月 30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7.0298 折算人民币金额为 202,657,640.28 元；另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人民币

27,437,177.53元。上述预先投入的资金，于 2020年 1月 3日实施了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