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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 

核查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

保荐机构，就中恒集团此次拟对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变更的情

况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中恒集团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92 号）核准，中恒集团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6,621,521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26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950,022,889.46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75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人民币 937,272,889.46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中审亚太验字（2014）011205 号验资

报告。 

（二）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募投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及

固体制剂车间〔二期〕）项目 
65,005.56 13,939.78 

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 30,001.12 14,191.04 

合计 95,006.68 28,130.82 

注：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为注射用血栓通产业化项目和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

中试基地建设项目，2017 年 10月公司将注射用血栓通产业化项目变更为制药新基地三期

（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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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1、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医药市场情况不断变化，尤其是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中恒集团结合公司生产、销售和研

发情况，为加快推进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拟变更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向，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拟将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二期〕）

项目及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参与认购重庆莱美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由南宁中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中恒”）和广西梧

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变更为中恒集团，

变更后，原募投项目暂停实施。 

2、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广西广投国宏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投国

宏”）同时参与认购莱美药业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控制的广西广投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和广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广投国宏 49.95%和 49.95%的出资额，广

投集团是中恒集团控股股东。中恒集团与广投国宏共同认购莱美药业非公开

发行股票，属于共同投资行为，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原募投项目中的“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

间〔二期〕）项目”实施主体为梧州制药，实施地点为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

工业大道 1 号，预计总投资额 59,595.63 万元，计划外的预备资金 5,409.93

万元。“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南宁中恒，实

施地点为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预计总投资额 30,001.12万元。 

原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承诺投

入金额 

募投项目累计投

入金额 

募投项目剩余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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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

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

〔二期〕）项目 

65,005.56 13,939.78 56,349.89 

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

地建设项目 
30,001.12 14,191.04 16,821.60 

1、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二期〕）项

目 

根据广西工联工业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为新募投项目出具的《广西梧

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

制剂车间〔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原募投项目达产后，将形成注

射用血栓通（冻干）3亿支/年（即 3000万盒/年）的生产能力。 

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原计划建设 4 条生产线，该项

目分两期进行，第一期 2 条生产线，已完成工程建设、生产线设备调试、试

产等前期工作，并已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于 2019 年 12 月投产，形成注

射用血栓通（冻干）1.5 亿支/年（即 1500 万盒/年）的生产能力；因中药注

射剂市场受行业政策影响较大，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量，目前血栓通产

量可以满足当前市场需求，暂无对第二期 2条生产线投入的必要。 

固体制剂车间〔二期〕因前期技术交流、项目考察以及立项等原因，项

目尚未进入实施阶段。固体制剂车间主要用于骨骼肌肉用药（中药跌打丸等）

及其他感冒、镇热等中药制剂产品的生产，目前该类产品占公司营收和利润

份额较小。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感冒、镇热等品类药物受

到较为严格的销售管控措施，为防范新冠病毒而采取的戴口罩出行等防控措

施，也导致患感冒、咳嗽的现象减少，该等品类药物销量下滑，市场行情发

生变化。 

国家医药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相较 2017 年变更募投项目之时发生变化。

在国家医保政策改革的背景下，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定期对医

保目录进行调整，2019 年版医保目录调整内容包含公司的核心产品注射用血

栓通（冻干）、血栓通注射液，减少了瘀血阻络、胸痹心痛两个适应症的医

保目录报销范围，对公司的产品销售和效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面对上述不利变化，公司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市场销售策略，但因难于预

测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后果，本着谨慎投资的原则，决定暂缓“制药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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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二期〕）项目”。根据公司

前期已累积较为成熟的建设经验，注射用血栓通（冻干）生产线的建设周期

为 2.5 年，即使后续市场行情有较大幅度增长，公司也可以较快的启动建设

并建成生产线，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将根据后续医药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再决定是否继续建设该项目，如需继续建设，公司将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入。 

2、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 

公司目前的研发项目仍以血栓通二次及深度开发等原有研发项目为主，

募投项目已完成研发中心的主体建设及装修设计，研发设备及资源符合公司

目前的研发需求。 

公司自 2019 年以来，陆续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建立了“三七研究中

心”，与暨南大学建立了暨南大学-广投中恒健康产业研究院，与深圳清华大

学研究院共建了研发中心，通过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研发及委托研发的方

式，可以充分利用合作伙伴的科研设备和人才，从而减少对公司自身的研发

设备资源等投入。 

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对莱美药业实际控制，莱美药业有较好的研发资源，

公司可对莱美药业现有的研发资源进行整合，通过内部协同，充分发挥和利

用莱美药业的研发资源，避免重复投资建设。 

根据原募投项目的建设规划及安排，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

项目的实施主体系南宁中恒。公司为整合研发资源，提高研发资源利用效率，

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成立了广西中恒创新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恒创新医药”），由中恒创新医药统一使用和调配公司研发资源。为避免所

有权和使用权分割，明晰产权，后续的研发投入，将由中恒创新医药来实施，

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对研发方向、重点领域、研发投入等进行统一规

划和调整，因而需暂缓该募投项目的建设。 

公司正在积极寻找研发项目，未来将根据研发项目的布局和实际需求，

结合实际情况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逐步充实公司的研发资源，推进新药科研开

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 

三、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新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参与认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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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实施主体：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来源：将原募投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全部投入到新项目，其余资金

缺口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补足。 

资金投向：募集资金专户的全部剩余募集资金为 73,171.49万元,公司拟

出资 93,944.44 万元现金认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认购股份数量为 211,111,111 股,认购价格为 4.45 元/股。 

（二）新募投项目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预测 

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新募投项目通过参与莱美药

业非公开发行股票进一步巩固公司对莱美药业的控制权，弥补中恒集团在化

学药和创新药领域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司存在的“单品依赖”问题，

完善公司产业结构，打造公司成为集中成药、化学药和生物制药“三位一体”

的综合性医药产业集团，提高公司业绩和竞争力，提高公司投资价值。 

莱美药业具有较好投资价值。1、莱美药业产品竞争优势明显，市场成长

空间大，业绩稳定。莱美药业两大核心产品所处市场空间较大，纳米碳混悬

注射液（商品名：卡纳琳）是唯一一个获得 CFDA 批准上市的淋巴示踪剂；

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商品名：莱美舒）为莱美药业国产独家首仿 4 类新

药，系新一代 PPI 抑制剂，主要用于胃食管反流疾病。2、莱美药业研发实力

强。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莱美药业及其子公司拥有已取得专利证书的专

利共计 333 项，其中发明专利 10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28 项，外观设计 4 项。

莱美药业在抗肿瘤、消化道、抗感染药等细分领域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莱美药业拥有 6 个生产基地，具备抗肿瘤类、普通化学类、激素类、中成药、

生物制剂等药品生产资质；具有各类原料、注射剂及片剂、胶囊等剂型生产

能力，全面推行 cGMP 的管理理念。3、莱美药业战略规划清晰，发展前景可

期。莱美药业基于现有业务，制定了围绕优势细分疾病领域进行业务布局的

清晰的战略规划，已通过借助卡纳琳在甲状腺领域的产品优势地位，搭建了

甲状腺健康管理平台等。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存放于专用账户且使用范围仅限于

原定用途，在原定用途项目暂缓的情况下，募集资金最高仅能获得年化 3%的

协定利率收益，远低于公司 2019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5%，造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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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机会成本损失。另外，公司认购莱美药业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若使用

银行并购贷款的外部融资方式进行，按照并购贷款为并购总额的 60%即

563,666,666.37 元，当前 5 年期 LPR4.65%贷款利率计算，则融资成本为

2,536.50 万元/年。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可以显著降低融资成本，提升资金使

用效率。 

（三）新募投项目主要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 

1、政策风险 

医药行业受政策影响较大，近年来，医保控费、两票制、药品生产工艺

核查、化药注册分类改革制度、一致性评价制度、按病种付费(DRGs)、“4+7”

带量采购等行业政策的陆续出台，对企业在生产、研发、流通等环节的要求

大幅提升。虽然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医药行业有序、

健康地发展，但也有可能会增加医药制造企业的经营成本，并可能对医药制

造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若公司投资的莱美药业在经营策略上不能

及时调整，不能顺应国家有关医药行业的产业政策和行业法规的变化，则可

能对其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针对政策风险，公司将协同莱美药业密切跟踪、顺应国家医改政策调整

方向，持续优化营销网络和架构、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力度，通过提升效率、

提供更多的优质优价、高临床价值的产品，来降低医改过程中的政策风险。 

2、资金风险 

在项目投资过程中存在资金到位不足和资金到位中断的风险。公司将充

分应用现有融资渠道，通过多方式保证项目实施资金需求，降低相应风险对

项目的影响。 

3、参与莱美药业非公开发行失败的风险 

莱美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提前确定的特定对象，均已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公司本次参与莱美药业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价格及认购数量已确定，莱美药业非公开发行事项业已取

得了深交所的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同意。但不排除因市场环境变

化、根据相关规定或监管要求而修改方案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原股份认购合

同无法顺利履行的可能，本次发行方案可能因此变更或终止，因此，本次发

行存在发行失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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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冠疫情风险 

2020 年初以来，我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各地政府紧急出台并严格

执行有关限制人流物流、延迟复工等疫情防控措施。目前，公司及莱美药业

通过各种方式，在确保员工身体健康的同时，努力开展生产经营，尽量将疫

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尽管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全球疫情及防

控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和风险，若短期内疫情无法得到全面有效控制，将可

能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中恒集团未来将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与莱美药业进行深度合作，将莱美

药业作为中恒集团体系内的创新生物医药技术和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平台。

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中恒集团将能对莱美药业实施控制，有利于提升中恒集

团未来盈利能力以及在生物医药行业的地位。 

四、项目有关审批情况 

莱美药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已于 2021 年 2 月 7日获得中国证

监会批复，中国证监会同意莱美药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变更

后的用途投资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领域，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利用效

率，是依据行业政策、公司整体规划和发展战略作出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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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

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恒集团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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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谢丹                       赵乃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