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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 

三期工程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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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帕拉米韦生产基地项目三期工程 

 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投资金额约人民币43,130.17万元，其中拟使用超

募资金32,590.73万元，剩余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该项目全部建设内容拟在1-5年内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该项目已经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项目建设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风险提示: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人才引入滞后风险、项目建成

后折旧增加的风险、项目审批风险。本项目尚需办理立项等相关手续后实施，如

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

存在顺延、变更、中止甚至终止的风险。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18 号），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50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4.9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22,9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87,617,700.00 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35,282,3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全部到位，且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天职业字[2020]16008 号）《验资报告》。 

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与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方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荔湾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严格遵照约定执行。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77,202,997.11 元(含支

付其他发行有关费用、银行手续费、银行工本费)，募集资金余额 977,779,611.32

元（包括累计银行存款利息和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0年 10 月 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元） 

截至目前累计投入金额 

（元） 

1 创新药研发 409,600,000.00  20,695,942.00  

2 营销渠道网络升级建设 120,100,500.00 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合计 669,700,500.00 160,695,942.00 

（二）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2,335,962.91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6月 22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 9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具体情况 

（一）项目概述 

随着公司研发工作的推进，为满足产品中试、技术改进及后续获批产品的生

产需要，结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拟在广州南鑫药业有限公司厂区内投资约人民

币 43,130.17 万元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三期工程项目，其中拟使用超募资金

32,590.73 万元，剩余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规定要求，本次投资建设帕拉

米韦生产基地三期工程项目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帕拉米韦生产基地项目三期工程 

2、实施主体：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鑫药业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 196号 

4、建设内容与规模： 

项目拟建于广州南鑫药业有限公司厂区内，厂区总占地面积为 41,116.00m2，

容积率 1.512，总建筑面积为 62,134.30m
2
，建筑密度 45.30%，已建成工程建筑

物总占地面积 9,270.80m2，总建筑面积 28,849.30m2，本项目计划工程建筑物总

占地面积 9,314.00m2，总建筑面积 33,285.00m2。 

5、建设周期： 

项目一次规划，分期实施，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2020年 12月-2025年 11月，

全部建设内容拟在 1-5年内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6、投资估算： 

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43,130.17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21,182.85 万元，

设备购置安装费 19,027.85 万元，预备费 2,919.47 万元。资金来源主要为公司

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 

（三）项目投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必要性分析 

（1）提升核心竞争力，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 

公司拟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加快创新药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促进公司产品功



能和品类的完善丰富，形成以一类新药为主、疗效显著、市场竞争力突出的产品

体系，使收入结构得以优化，进一步发挥公司技术、产品、研发、品牌优势，增

强市场竞争能力。未来，公司将在不断推动已上市产品销售业绩的同时，瞄准国

际国内先进水平，加快创新药研发和上市节奏，形成“在销一个、临床一个、在

研一批”的良好发展态势，确保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创新药研发与研发中心升

级建设是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将为公司未来的产品升级、技术领先和相关

竞争优势的确立奠定坚实基础，保障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2）提高自主研发水平，增强公司持续创新能力。 

随着医药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公司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公司现有研发设

备条件、实验环境、技术人才等制约了公司研发能力的提升，已难以满足快速推

动研发项目的需求。公司拟在现有研发条件和研发优势的基础上，通过配备一系

列先进的仪器设备、开发重点技术平台、加大技术创新和实用技术产业化研究等

举措，构建更加完善的研发体系和成果产业化平台，增强公司持续创新能力，保

持公司领先技术及研发优势。 

（3）提升新药研发效益，不断筑牢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致力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研究与开发，创新药物研发难度高、

耗时长，随着公司在研创新药数量的增多、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公司现有研发

场地、研发设备、实验环境等已难以满足公司未来创新药研发需要。为此，公司

拟根据研发工作后续发展的需要，完善研发体系，配置先进研发设备，引进高端

技术人才，进一步提升新药研发效率。本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公司得以在核心治疗

领域深入研究、专业创新，将有效提升公司新药研发效率和效果，加快创新药研

发和产业化进程，将公司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和

提高公司行业地位。 

2、可行性分析 

（1）公司沉淀了丰富的技术开发经验。 

公司已经拥有了成功研发国家一类新药的研发经验和技术积累，具备丰富的

创新药研发能力和经验。同时，公司拥有“广东省心脑血管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广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被认定为

“广州市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公司的研发项目“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研发与



产业化”和“一种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的制备方法”被认定为广州市科学技术

成果，产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和“环丙沙星氯化钠（悉复欢）”被认定

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公司雄厚的研发实力和丰富的研发经验，能够促进在研

储备项目通过审批并上市，实现知识产权的产业化，使得本项目充分达到预定目

标。 

（2）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 

通过多年的技术研发积累，公司已形成“自主研发为主，合作开发为辅”、

较为完整、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体系，涵盖了从选题调研、产品甄别、

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注册申报、工业化转化到上市后临床再研究的全过程，

能够将研发的新产品较好地产业化，将研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自主创新方

面上，公司研发机构致力于药物发现、合成工艺研究、处方开发，制剂工艺研究、

质量研究、已上市产品再评价、药品注册及知识产权管理等，销售、生产等部门

也会参与公司的早期的研发流程，积极参与新产品的市场前景评估及量产技术风

险评估，协助公司选择有市场潜力、量产技术障碍可控的项目。在合作开发方面，

公司积极寻求与国内领先的研究机构、高校及其他商业伙伴保持长期的合作，借

助外界的研发力量加快新产品的研发进度、推动创新和产品的产业化。完善的研

发体系，使得本项目建设完成后能够快速实现规范化运营。 

（3）公司组建了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 

公司一贯重视技术研发团队建设，在多年专业化经营过程中，通过建立人才

引进和培养制度、管理和激励机制，已培养出一支在新药研发和技术创新上经验

丰富的科研队伍，专业领域涉及药物化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理学、制药

工程、临床医学、合成化学等各个方面。同时，公司制订了在行业内具有竞争力

的项目管理制度、薪酬绩效制度等，以维持核心技术团队的稳定性。优秀的技术

团队与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坚实人才基础。 

（四）项目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关联度分析 

本项目主要投资于公司新药的研发，建立专注于开发创新特药的领先医药研

发平台。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药物研发与技术创新

能力，与公司现有主要业务高度一致。项目投产后，将增大公司整体规模，有利

于进一步发挥公司技术、产品、品牌和管理资源优势，实现公司业务的整合及协



同效应，切实增强公司抵抗市场变化风险的能力，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不会改变公司现有的生产经营和商业模式，将会提高公

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本身不直接产生收入，项目建成将大幅提高公司产品储备和创新能力，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厂房及仓库将加快公司后续产品的注册进程，

并早投产后更好地发挥生产规模效应，能够更好的应对 4+7带量采购后市场规则

的调整，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六）主要风险分析 

1、人才引入滞后风险 

研发大楼建成后，研发人才需求量进一步增加，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技术

人员流动的增加，人才的持续引进是将必然面对的挑战，人才引进滞后将削弱研

发大楼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对此，公司将进一步拓宽专业技术、技能带

头人的晋升通道，建立健全实现以人才资本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激励机制、人才培

养激励措施、优秀人才带薪学习制度等。 

2、项目建成后折旧增加的风险 

本项目短期内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只能在后期潜在的收益中体现，因

此公司短期内存在项目建成后折旧费用大幅增加的风险。对此，公司将加强课题

研发管理，提升科研效率，加快研发课题产业化，尽快推动公司整体降本增收；

提升销售能力，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削弱本项目折旧摊销带来的影响；厂房及

仓库建设将根据产品注册进度适时调整建设进度，尽可能降低闲置风险。 

3、项目审批风险 

项目尚需办理立项等相关手续后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

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甚至终止的

风险。 

四、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



地三期工程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

项目三期工程”，项目尚需办理立项等相关手续后实施。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

上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

明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

三期工程项目，有利于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能够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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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

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此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三期工程项

目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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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项目尚需办理立项

等相关手续后实施。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

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监事会同意公

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三期工程项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南新制药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事项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4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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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三期工程

项目”，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三期工程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