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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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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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首次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0〕149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22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88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中的承销费

用820.00万元和上网发行费143.08万元后的余款39,916.92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2000年11月22日汇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昆明市泰和分理处开设的人

民币账户内，账号为2730024086。另扣减会计师费用180万元、评估师费用50万元、律师费用90

万元、上市推介费以及股权登记费等其他费用共计203.92万元后，实际募股资金净额为39,343.0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云南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亚太验E字[2000]

第47号《验资报告》。 

公司通过首次发行募集的资金39,343万元，已累计使用36,931.02万元，经公司2007年12月27

日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部分募集资金的节余资金2,411.98万元，投入到复方抗

疟新药ARCO高技术产业化与国际化项目，该项目预计投资5,525万元，项目继续实施前期准备

工作；除此之外，公司的首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全部投入完成。 

2、增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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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许可【2013】792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采用向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6,954,177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25.97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99,999,976.69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15,300,000.00元后

的募集资金人民币684,699,976.69元，已于2013年7月11日汇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账号为530018854360511000005197。另扣除律

师费、审计费、上市推介费、股权登记费以及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3,769,954.18元后,公

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0,930,022.51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亚太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出具中审亚太验[2013]020006号《验资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2088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53,214,133 股，面值 1 元/股，发行价格 23.49 元/股，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5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 7,500,000.00 元（前期已支付 6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243,100,000.00 元，已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汇入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支

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账号为 134042351630。另扣除律师费、审计费、上市推介费、

股权登记费以及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 3,805,214.13 元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1,238,694,7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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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中审亚太验[2015]020021 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3年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时间 金额（元） 

2013 年 7 月 11 日募集资金总额 699,999,976.69 

减：发行费用 19,069,954.18 

2013 年 7 月 11 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680,930,022.51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581,679,623.58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99,250,398.93 

减：本年度已使用金额 14,363,647.79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84,886,751.14 

注1：本年度已使用金额为公司2013年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部分投资项目本期结项，同时，

结合公司自身实际经营情况，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项目

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10,651,203.25元（包含募投项目结余2,600元及截至2019年3月19日的利息

与理财收益10,648,603.25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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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年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时间 金额（元） 

2015 年 10 月 26 日募集资金总额 1,250,000,000.00 

减：发行费用 11,305,214.13 

2015 年 10 月 26 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238,694,785.87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142,415,608.6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96,279,177.25 

减：本年度已使用金额 70,000,000.00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26,279,177.2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2013年起，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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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管理制度（2013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订了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本管理制度”）。根据本管理制

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公司未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上述募集资金。 

对2013年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公司于2013年8月5日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支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 

对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连同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路支

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3 年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共有 1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

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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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 开户行 帐号 余额 备注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城西支行 
53001885436051005197  注 1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

高新支行 
135630350574  注 2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

池路支行 
871900026210101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银行昆明高新支行 531000326011121000184 27,734,253.84 注 3 

合计 27,734,253.84   

注 1：截至 2019 年 3 月 19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53001885436051005197 已经完成销户，并将结余资金 2,600 元，账户投资收益及利息收入

10,648,603.25 元结转至建行昆明城西支行，账号 53001895336051010409。公司本次结项的募集

资金项目为：小容量注射剂扩产项目，根据本公司 2014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将募投项目“小容量注射剂扩产项目”变更为“对子公司西双版纳版

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项目”、“对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投

资项目”和“Diabegone（长效降糖药）研发项目”等三个项目》。 

注 2：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对 2013 年公开增发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项目承诺投资 2.3 亿

元资金已使用完毕，对应账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135630350574 户结余资

金 4,389,288.39 元，本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注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135630350574 户，将结余募集资金 4,389,288.39 元转入中国银行高新支行营业部 137203477550

户。2017 年 3 月 21 日本公司已将结余资金 4,389,288.39 元，划转中药现代化提产扩能建设项目

（二期）募集资金专户，对应账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134042351630 户。 

注 3：2017 年新开设中国交通银行昆明高新支行账户，账号为 531000326011121000184，该

专户仅用于本公司 2013 年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金变更后募投项目对“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二期-1）--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试车间项目及昆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一期）--提取二车间中试生产线改造项

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生物医药科技园

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二期-1）--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试车间项目已累计支出 1436.36 万元。 

2、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共有1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

金存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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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 开户行 帐号 余额 备注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134042351630 35,226,348.00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路支行 871900026210101  注 4 

合计 35,226,348.00  

注 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路支行，该账户用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后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专户。截至到 2017 年 7 月 31 日，已完成全部投入金额，并于 2018

年 5 月 3 日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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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3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8,093.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36.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5,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604.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6.71% 

承诺投资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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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技术针剂

示范项目 
高技术针剂示范项目 22,000.00 22,000.00 22,000.00   20,167.96 -1,832.04 91.67 2014/3/1 10,963.52 是  否 

小容量注射

剂扩产项目 

对子公司西双版纳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项目 
  2,500.00 2,500.00   2,500.00  100 2015/1/7     否 

小容量注射

剂扩产项目 

对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金

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

加投资项目 

  4,390.00 4,390.00   4,389.74 -0.26 99.99 2014/12/30     否 

小容量注射

剂扩产项目 

Diabegone（长效降糖药）

研发项目 
  8,110.00 8,110.00  8,110.00  100       否 

口服固体制

剂智能生产

基地一期建

设项目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

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

料药创新基地（二期-1）--

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试车间

项目 

   6,400.00 6,400.00 1,436.36 1,436.36 -4,963.64 22.4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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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固体制

剂智能生产

基地一期建

设项目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

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

料药创新基地（一期）--

提取二车间中试生产线改

造项目 

 3,600.00 3,600.00   -3,600.00     否 

中药现代化

基地建设 
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 23,000.00 23,000.00 23,000.00   23,000.00  100 2019/6/30    否 

合计  45,000.00 70,000.00 70,000.00 
 

1,436.36  
59,604.06 -10,395.94   10,963.5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下“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见下“4、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见下“5、2013 年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注①：高技术针剂示范项目于 2014 年 3 月通过 GMP 认证，并开始正式生产。上表所列实际效益为该项目 2020 年度所实现的利润总额。本项目产品注射

用血塞通（冻干），由于公司未按照品种单独核算利润，本公司按照制定的销售政策计算该品种应承担的销售费用，按照 2020 年审定的管理费用、税金及

附加、财务费用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本期收入费用率，用本期该产品的收入金额乘以该收入费用率确定本期的管理费用、税金及附加、财务费用的

金额，其他期间费用金额不大，故未作考虑。 

注②：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更名为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③：对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已完成，该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见：三、5、5.4 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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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④：2019 年变更募投，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二期-1）--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试车间项目、昆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一期）--提取二车间中试生产线改造项目。项目变更情况见：三、5、5.3 创新药物研发项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二期-1）--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试车间项目已累计支出 1436.36 万元。 

注⑤：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召开了九届二次董事会和九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预案》，董事会、监事会同意公司将 2013 年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部分投资项目结项，同时，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 10,636,632.45 元（包含募

投项目结余 2,600 元及截至 2018 年 11 月 8 日的利息与理财收益 10,634,032.45 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 

2015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3,869.4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1,241.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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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北京华方

科泰 100%股

权 

收购北京华方

科泰 100%股权 
25,333.00 25,333.00 25,333.00   25,333.00      100 2015/9/24    否 

中药现代化提

产扩能建设项

目（二期） 

中药现代化提

产扩能建设项

目（二期） 

48,989.32 48,989.32 48,989.32 7,000.00 45,230.88 -3,758.44 92.33 2019/6/30 7,813.48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50,677.68 50,677.68 50,677.68   50,677.68  100 -    否 

合计  125,000.00 125,000.00 125,000.00 7,000.00 121,241.56 -3,758.44    7,8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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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下“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见下“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见下“4、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见下“6、2015 年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注①：中药现代化提产扩能建设项目（二期）于 2018 年 9 月 25 号通过 GMP 认证，2018 年 10 月开始部分生产，2019 年 11 月全部完成搬迁，上表所列实

际效益为该项目 2020 年度所实现的利润总额。公司近几年大力拓展省外市场，在组织人员建设、市场、品牌等方面投入较大，导致费用增加，销售净利率

下降。随着市场推广的投入，公司预计后期销售规模能带来较大提升，达到项目投产时的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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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1截至2013年7月31日，公司2013年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为143,015,229.11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比例 
建设投资 研究试验费 合计 

1 高技术针剂示范项目 25,798.41 9,597.93   9,597.93 37.20% 

2 小容量注射剂扩产项目 22,950.24        

3 创新药物研发项目 9,657.73   568.33 568.33 5.88% 

4 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 33,011.26 4,135.26   4,135.26 12.53% 

  合计 91,417.64 13,733.19 568.33 14,301.52   

2013年8月5日，公司召开了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及七届五次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募

集资金对已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43,015,229.11元进行置换。保荐机构和

独立董事于2013年8月5日发表了同意意见，并于2013年8月6日进行了公告。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截至2013年7月31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中审亚太鉴【2013】第020043号）。 

2.2截至2015年10月26日，本公司2015年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

金额为25,333.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比例 

1 收购北京华方科泰 100%股权 25,333.00 25,333.00 100% 

2 中药现代化提产扩能建设项目（二期） 48,989.32   

3 补充流动资金 50,677.68   

 合计 125,000.00 25,333.00 20.27% 

2015年11月2日，公司召开了八届一次董事会及八届一次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非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募

集资金对已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5,333.00万元进行置换。保荐机构和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于2015年11月3日进行了公告。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2015年10月26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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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中审亚太鉴[2015]020053号）。 

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经公司八届四十六次董事会、八届二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合规使用上述募集资金。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

要，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公司将及时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提前归还，以确保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已发表同意意见，全文

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截至2019年1月14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做了公告，通知了公

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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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发行银行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投资方向 风险评级 年收益率 认购金额 成立日 到期日 天数 
期末 

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4.60% 24,000.00 2013/8/15 2013/11/13 90 天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极低风险 4.30% 15,000.00 2013/8/15 2013/11/13 90 天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滇池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3.70% 6,000.00 2013/8/15 2013/11/15 92 天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5.15% 24,000.00 2013/11/14 2014/3/27 

132

天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极低风险 4.90% 15,000.00 2013/11/18 2014/3/28 
130

天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极低风险 4.90% 18,000.00 2014/3/31 2014/6/10 70 天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极低风险 4.10% 19,000.00 2014/6/11 2014/8/14 64 天   

8 

中行昆明高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

高新支行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极低风险 4.20% 17,000.00 2014/8/14 2014/10/13 60 天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极低风险 4.20% 15,000.00 2014/10/15 2014/12/16 6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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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银行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投资方向 风险评级 年收益率 认购金额 成立日 到期日 天数 
期末 

余额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极低风险 4.60% 11,000.00 2014/12/17 2015/3/18 91 天   

1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4.80% 25,000.00 2014/4/1 2014/5/29 58 天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4.00% 25,000.00 2014/7/4 2014/8/20 47 天   

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4.35% 21,000.00 2014/8/22 2014/11/24 94 天   

1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4.15% 10,000.00 2014/11/27 2015/2/26 91 天   

1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4.20% 10,000.00 2015/3/2 2015/6/1 91 天   

1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极低风险 4.70% 11,000.00 2015/3/19 2015/6/30 
103

天 
  

1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2.70% 10,000.00 2015/6/4 2015/9/7 95 天   

1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极低风险 3.30% 8,000.00 2015/7/1 2015/10/8 99 天   

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3.00% 10,000.00 2015/9/9 2015/12/8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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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银行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投资方向 风险评级 年收益率 认购金额 成立日 到期日 天数 
期末 

余额 

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极低风险 3.30% 4,000.00 2015/10/10 2015/12/31 82 天   

2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国

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 

极低风险 3.50% 48,900.00 2015/11/10 2016/2/23 
105

天 
  

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3.50% 10,000.00 2015/12/11 2016/2/25 76 天   

2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滇池路支行 
日日盈分级 策略型保本  极低风险 

人民币一

年期定期

存款基准

利率

+1.65% 

10,000.00 2015/11/11 随时支取     

2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滇池路支行 
日日盈分级 策略型保本  极低风险 

人民币一

年期定期

存款基准

利率

+1.65% 

30,000.00 2015/11/12 随时支取     

25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50% 48,900.00 2015/11/10 2016/2/23 

105

天 
  

26 建行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3.50% 10,000.00 2015/12/11 2016/2/25 76 天   

27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00% 2,000.00 2016/1/11 2016/3/17 66 天   

28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10% 35,000.00 2016/2/23 2016/8/25 

18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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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银行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投资方向 风险评级 年收益率 认购金额 成立日 到期日 天数 
期末 

余额 

29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2.90% 13,900.00 2016/2/23 2016/5/25 92 天   

30 建行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3.00% 11,000.00 2016/3/7 2016/6/7 92 天   

31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2.90% 13,900.00 2016/5/25 2016/8/24 91 天   

32 建行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3.00% 11,000.00 2016/6/16 2016/9/13 89 天   

33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2.70% 45,000.00 2016/8/25 2016/12/26 

123

天 
  

34 建行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周周利“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金融债、短融、

企业债等 
极低风险 2.58% 11,000.00 2016/10/11 2016/12/28 77 天   

35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30% 46,000.00 2016/12/27 2017/2/24 60 天   

36 建行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众享“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金融债、短融、

企业债等 
极低风险 3.80% 11,000.00 2016/12/30 2017/4/13 

104

天 
  

37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30% 45,000.00 2016/12/27 2017/2/24 60 天   

38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30% 1,000.00 2016/12/28 2017/2/24 59 天   

39 建行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众享“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金融债、短融、

企业债等 
极低风险 3.80% 11,000.00 2016/12/30 2017/4/13 

104

天 
  

40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按期开放”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10% 26,000.00 2017/2/24 2017/3/30 34 天   

41 中银国际证券 收益宝 10 号 保本保收益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极低风险 4.25% 10,000.00 2017/3/15 2017/4/12 28 天   

42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中银保本按期开放理财 保本保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极低风险 3.30% 26,000.00 2017/4/1 2017/4/17 1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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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银行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投资方向 风险评级 年收益率 认购金额 成立日 到期日 天数 
期末 

余额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43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中银保本全球智选理财 保本浮动收益 挂钩澳元兑美元 极低风险 3.60% 26,000.00 2017/4/18 2017/7/17 90 天   

44 建行昆明城西支行 “乾元-众享“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金融债、短融、

企业债等 
极低风险 3.90% 11,000.00 2017/4/17 2017/7/19 90 天   

45 中行昆明高新支行 中银保本全球智选理财 保本浮动收益 挂钩澳元兑美元 极低风险 3.70% 23,000.00 2017/7/17 2017/9/26 71 天   

46 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云南分行

“乾元”保本型人民币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金融债、短融、

企业债等 
极低风险 3.80% 3,000.00 2017/9/7 2017/12/6 90 天   

47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

球智选 
保本浮动收益 挂钩澳元兑美元 极低风险 3.80% 19,000.00 2017/9/27 2017/12/25 89 天   

48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金融债、短融、

企业债等 
极低风险 3.40% 4,000.00 2017/9/26 2017/10/17 21 天   

49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 保本保收益 货币市场及固定收益工具 极低风险 4.90% 10,000.00 2017/11/30 2018/5/30 
181

天 
  

50 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云南分行

“乾元”112期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金融债、短融、

企业债等 
极低风险 3.60% 3,000.00 2017/12/12 2018/4/16 

125

天 
  

51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90% 18,000.00 2017/12/27 2018/3/30 93 天   

52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85% 20,000.00 2018/1/17 2018/4/2 75 天   

53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60% 10,000.00 2018/4/9 2018/7/10 92 天   

54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30% 10,000.00 2018/4/9 2018/5/15 36 天   

55 建设银行 建行城西支行“乾元”75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金融债、短融、 极低风险 3.50% 3,000.00 2018/5/3 2018/8/2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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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银行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投资方向 风险评级 年收益率 认购金额 成立日 到期日 天数 
期末 

余额 

期 企业债等 天 

56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收益 货币市场及固定收益工具 极低风险 4.95% 10,000.00 2018/6/1 2018/12/24 
206

天 
  

57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30% 5,000.00 2018/7/13 2018/9/3 52 天   

58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60% 5,000.00 2018/7/13 2018/11/5 

115

天 
  

59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收益 货币市场及固定收益工具 极低风险 4.30% 10,000.00 2018/12/25 2019/6/24 
181

天 
  

60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30% 5,000.00 2018/11/15 2019/2/18 95 天   

61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35% 20,000.00 2019/1/16 2019/4/18 92 天   

62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45% 5,000.00 2019/2/27 2019/8/29 

183

天 
  

63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 
保本浮动收益 

国债、央票、国开债、进出

口行债券和农发债 
极低风险 3.35% 20,000.00 2019/4/25 2019/7/26 92 天   

64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3.15% 18,000.00 2019/8/2 2019/11/4 94 天   

65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收益 同业存款 极低风险 3.20% 15,000.00 2019/11/7 2020/2/10 95 天  

67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收益 货币市场及固定收益工具 极低风险 3.70% 10,000.00 2019/6/27 2019/9/26 91 天   

68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收益 货币市场及固定收益工具 极低风险 3.85% 10,500.00 2019/9/30 2019/12/30 91 天 
  

 

69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美元/欧元汇率中间价 极低风险 3.87% 10,500.00 2020/1/15 2020/4/15 91 天  

70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 低风险 3.00% 15,000.00 2020/2/18 2020/5/20 9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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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银行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投资方向 风险评级 年收益率 认购金额 成立日 到期日 天数 
期末 

余额 

71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美元/欧元汇率中间价 极低风险 3.70% 10,500.00 2020/4/21 2020/7/21 91 天  

72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美元兑瑞郎即期汇率 低风险 3.25% 10,000.00 2020/5/27 2020/8/25 90 天  

73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美元/欧元汇率中间价 极低风险 2.95% 10,000.00 2020/7/24 2020/10/23 91 天  

74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 低风险 3.10% 8,000.00 2020/8/31 2020/10/30 60 天  

75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美元/欧元汇率中间价 极低风险 2.82% 7,000.00 2020/11/2 2021/2/3 93 天 7,000.00 

76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 低风险 3.00% 5,000.00 2020/11/5 2021/2/3 90 天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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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本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九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审议，并经公司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预

案》，同意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2亿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需有保本约定），且该等投资产品不得

用于质押。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已发表同意意见，全文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4.2本公司2013年度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共取得投资收益4,312,602.74元，收到银

行存款利息净额1,809,174.85元；2014年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共取得投资收益

17,936,082.02元，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净额1,021,219.77元；2015年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共取得投资收益8,100,603.24元，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净额944,478.20元；2016年用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理财产品共取得投资收益30,615,986.76元，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净额680,321.28元；2017年用闲

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共取得投资收益13,414,520.56元，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净额469,219.71元；

2018年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共取得投资收益11,312,904.09元，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净额

602,988.04元；2019年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共取得投资收益10,194,719.16元（中国银行

高新支行134042351630账户本期收到的中银保本理财投资收益为含税金额），收到银行存款利

息净额333,353.33元；2020年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共取得投资收益6,162,146.57元，收到

银行存款利息净额421,622.55元。 

2014 年 12 月 29 日 ， 从 本 公 司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昆 明 城 西 支 行

53001885436051005197账户转出投资收益及银行利息共12,966,874.21元至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5300189533605101409账户，从本公司中国银行昆明市高新支行营业

部135630350574账户转出投资收益及银行利息共9,874,217.09元至本公司中国银行昆明市高新支

行营业部137203477550账户；2015年6月11日，从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西支

行53001885436051005197账户转出投资收益及银行利息共835,584.00元至本公司中国银行昆明

市高新支行营业部137203477550账户；2016年12月15日，从本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市高新支行135630350574账户转出投资收益及银行利息共4,389,288.39元至本公司中国银行昆明

市高新支行营业部137203477550账户，余额转出后对135630350574账户进行了销户；2017年3月

21日本公司将2013年公开增发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项目结余资金4,389,288.39元，划转至中药现

代化提产扩能建设项目（二期）募集资金专户，对应账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

支行134042351630户；2017年1月19日从本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路支行

871900026210101账户转出投资收益及银行利息共6,613,436.18元至本公司中国银行昆明市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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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营业部137203477550账户，截至2017年7月31日，已完成全部投入金额，后续将该账户作为

一般户继续使用，并于2018年5月3日销户；截至2019年3月19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城西支行募集资金专户53001885436051005197已经完成销户，并将结余资金2,600元，账户投资

收益及利息收入10,648,603.25元结转至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城西支行53001895336051010409账

户。 

5、2013年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5.1 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召开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地点

变更的议案》，决定将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中药现代化提产扩能建设项目、小容量注射液生产

线提产扩能项目、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建设地点实施地点变更在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地点变

更的意见，同意此次变更事项。 

5.2 高技术针剂示范项目 

项目总投资 25,798.41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4,054.53 万元（其中：公用工程、质量保障体

系利用公司原有设施 4,088.66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1,743.88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支付 20,167.96 万元，其中：铺底流动资金 7,702.96 万元，用

于购买原材料；其他流动资金支出 4.51 万。 

5.3 创新药物研发项目 

项目总投资 9,657.73万元，其中建设工程费用为 5,397.1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 3,931.99

万元（其中：研究试验费 3280 万元），预备费为 279.87 万元，其他费用为 48.75 万元。 

根据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昆工信通[2013]184 号《关于变更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备案地址的通知》，本公司为适应市场及企业发展战略整体

规划要求，将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的建设地址从“昆明市呈贡七甸工业园区”变更至“昆明

高新区马金铺新城产业园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期从 2011 年至 2018 年顺延为 2013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累计发生支出 3,738.67万元，其中 568.33万元为研究试验费，3,078.00

万元为马金铺 7 号地的地价款，92.34 万元为马金铺 7 号地的契税款。由于公司规划布局调整，

项目工程建设暂未正式开展，由本公司中国银行昆明市高新支行营业部 137203477550 账户将

3,738.67 万元归还至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 53001885436051005197 账

户。2017 年 7 月 18 日，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将

募投项目“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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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 2013 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

限公司增资项目”。2017 年 8 月 2 日，公司八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其后，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将募

集资金 10,000 万元划转至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商业”）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开立的账号为 871902967010501 的募集资金专户，

并由公司及昆药商业与东海证券及招商银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后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金管理制度（2013 年修订）》规定，需要取消“创新药物研

发项目”变更为“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取消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变

更后募投项目“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现根据国家《中

国制造 2025》战略、工业 4.0 规划，及公司内部长远发展需求，将“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口

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关于将募投项目“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口服固

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的预案》已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八届四十二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审议通过。昆药集团

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将 10,000 万元归还至本公司中国交通银行昆明高新支

行 531000326011121000184 账户，该专户仅用于昆药集团 2013 年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金变更

后募投项目对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2019 年 5 月 22 日公司九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求，面对现有的市场竞争形势及产品研发管线布局的需

求，拟将“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募集的公司 2013 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原定计划投资 10,000 万元变更用途，用于以下两个项目：（1）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

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二期-1）--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试车间项目；（2）昆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一期）--提取二车间中试生产线改造项目。 

募投项目的资金分配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

额（万元） 

自筹资金

（万元） 

1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

创新基地（二期-1）--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试车间项目 
7,029.77 6,400.00 629.77 

2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

创新基地（一期）--提取二车间中试生产线改造项目 
3,777.74 3,600.00 177.74 

合计   10,807.51 10,000.00 807.51 

除原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外，为实施此项目的资金缺口 807.51 万元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二期-1）--化学合成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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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中试车间项目已累计支出 1,436.36 万元。 

5.4 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 33,011.2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0,703.17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308.09 万元。 

根据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昆工信通[2013]232 号《关于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中药

现代化提产扩能建设项目登记备案的批复》，中药现代化扩能建设项目的建设地质变更至“昆明

高新区马金铺新城产业园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期为 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该项目23,000.00万元，其中：土地支出为6,364.04万元，

建筑工程费为12,294.80万元，安装工程费为2,594.11万元，基础设施费为659.43万元。本项目需

投入的募集资金已全部支付完毕。 

6、2015年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6.1 收购北京华方科泰 100%股权 

本公司 2014 年 12 月 26 日第七届三十三次董事会、2015 年 1 月 19 日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

的议案》。 

2015 年 9 月 16 日、2015 年 9 月 29 日本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137203477550 账户分别支付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股权款

125,000,000.00 元、128,330,000.00 元。2015 年 11 月 6 日本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

新支行 134042351630 账户转入本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支行 137203477550 账

户归垫项目资金 253,330,000.00 元。 

2015 年 9 月 24 日，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过户

手续，上述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本公司，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6.2 中药现代化提产扩能建设项目（二期） 

项目总投资 48,989.3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6,925.6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2,063.67 万元。 

根据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昆工信发[2014]283 号《关于同意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

中药现代化提产扩能建设项目备案总投资进行变更的批复》，“项目登记备案总投资变更为

82,000.58 万元”，建设期为为 2016 年 05 月至 2018 年 04 月。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项目累计投资金额 45,230.88 万元，其中：安装工程费为 22,024.62

万元，建筑工程费为 13,111.83 万元。本项目尚余 3,864.11 万元未支付完毕。



 

第 23 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13年度）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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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累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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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子公司西双版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扩股项目 

小容量注射剂

扩产项目 
2,500.00 2,500.00  2,500.00 100.00 2015/1/7     否 

对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增加投资项目 

小容量注射剂

扩产项目 
4,390.00 4,390.00  4,389.74 99.99 2014/12/30     否 

Diabegone（长效降糖药）研发项目 
小容量注射剂

扩产项目 
8,110.00 8,110.00  8,110.00 100.00       否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

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二期-1）

--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试车间项目 

口服固体制剂

智能生产基地

一期建设项目 

6,400.00 6,400.00  1,436.36  22.44       否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

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一期）--

提取二车间中试生产线改造项目 

口服固体制剂

智能生产基地

一期建设项目 

3,600.00 3,600.00          否 

合计   25,000.00 25,000.00  16,436.1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见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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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公司 2014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投项

目“小容量注射剂扩产项目”变更为“对子公司西双版纳版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项目”、

“对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投资项目”和“Diabegone（长效降糖药）研

发项目”等三个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已经本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变更后项目的基本情况： 

1、对子公司西双版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项目 

本公司2014年11月26日七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对子公司西双版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增

资2,500万元的议案。 

2014年12月17日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53001885436051005197账

户支付西双版纳版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款25,000,000.00元。 

西双版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5年1月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对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投资项目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批准使用 1,790 万元收购小股东 895 万股，占增资

扩股前总股本 3,520 万股的 25.42%。2014 年 11 月 26 日七届三十次董事会批准使用 2,600 万元

进行增资扩股（以 2014 年 10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 1.30 元为标准，增加 2,000 万股，占扩股后总

股本 5,520 万股的 36.23%），用于运营资金。 

增加投资后，将丰富金泰得公司产品线，巩固在中成药、天然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增强

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为金泰得公司的可持续经营和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014年12月11日，本公司收购文山健七堂三七有限公司所持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12.08%的股份4,251,629.00股，支付收购股权款8,503,258.00元；2014年12月15日，本公

司收购江苏正源药业有限公司所持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2.16%的股份

4,279,257.00股，支付收购股权款8,558,514.00元；2014年12月19日，本公司收购郑华秋所持昆明

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19%的股份417,792.00股，支付收购股权款835,584.00元；

2014年12月16日支付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款26,000,000.00元。以上款项从

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53001885436051005197账户支付。 

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12月3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更名为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3、Diabegone（长效降糖药）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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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单位：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王庆华教授（以下简称“乙方”）、

香港医韵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项目名称：Diabegone（长效降糖药）研发项目 

合作方式：成立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16,300 万元整，其中甲方认缴出资 8,313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乙方认缴出资 4,8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丙方认缴出资 3,097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9%。 

甲方出资方式及期限：甲方分三期出资，合营公司工商登记设立后 1 个月内，甲方应实缴

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合营公司工商登记设立后 36 个月内或合营公司向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递交药物临床申请并获得受理通知单后 10 个工作日内（上述条件以孰先为准），甲

方应实缴出资人民币 2,500 万元（即“第二期出资”）；合营公司向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提交药物临床二期总结报告备案并申请药物临床三期后一个月以内，甲方应向合营公司实缴

出资人民币 2,313 万元（即“第三期出资”）。 

乙方出资方式及期限：合营公司设立登记注册后一个月内,乙方应将上述出资的专利与专有

技术（包括技术中的实物资产如工程菌种等）转让至合营公司名下，且该出资经各方认可的具

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的结果作价应不低于人民币 4,890 万元，同时合营公司设立登记注册

后三个月内，丙方应将上述出资的专有技术转让至合营公司名下，该出资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评

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的结果作价应不低于 3,097 万元。 

昆明银诺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16,300 万元整。 

2014年12月17日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53001885436051005197账

户支付昆明银诺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款3,500万元。本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至6月28日期间共

计用自有资金支付昆明银诺医药技术有限公司1,900万元用于Diabegone（长效降糖药）研发项目，

并于2017年8月21日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归还。2017年8月23日，本公司收到昆明银诺医药技术

有限公司归还置换自有资金出资款1,900万元。本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14日、2018年8月21日通

过募集资金账户支付昆明银诺医药技术有限公司600万元、2,313万元用于Diabegone（长效降糖

药）研发项目。2018年11月13日，昆明银诺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将203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018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支付Diabegone（长效降糖药）研发项目合计2,710万元。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将公司研发产品管线聚焦到心脑血管、抗肿瘤、骨科、免疫等核

心治疗领域，推动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战略部署需要，公司拟将持有的昆明银诺医

药技术有限公司51%的股权进行转让。银诺医药为Diabegone(长效降糖药）研发项目的实施主体，

Diabegone(长效降糖药）研发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8,110万元，目前，该项目的全部投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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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标的公司尚处研发阶段，未产生收益。公司整体估值人民币32,600 万元，以合计人民币

16,626万元或等值美元进行转让。公司本次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的事项已经

公司九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

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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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公司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股权事项已提交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

上述事项无异议。 

4、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2017年7月18日，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将募投

项目“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13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对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2017年8月2日，公司八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其后，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将募集资金10,000

万元划转至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商业”）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开立的账号为871902967010501的募集资金专户，并由公司及昆药

商业与东海证券及招商银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募集金管理制度（2013年修订）》规定，需要取消“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对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取消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变更后募投项目“对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现根据国家《中国制造2025》战略、

工业4.0规划，及公司内部长远发展需求，将“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

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关于将募投项目“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变更为“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地

一期建设项目”的预案》已于2017年10月30日公司八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7年11月15日审议通过。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已于2017

年11月21日将10,000万元归还至本公司中国交通银行昆明高新支行531000326011121000184账

户，该专户仅用于昆药集团2013年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金变更后募投项目对口服固体制剂智

能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2019年5月22日公司九

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发展战

略需求，面对现有的市场竞争形势及产品研发管线布局的需求，拟将“口服固体制剂智能生产基

地一期建设项目”募集的公司2013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原定计划投资10,000万元变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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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以下两个项目：（1）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二

期-1）--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试车间项目；（2）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

原料药创新基地（一期）--提取二车间中试生产线改造项目。 

募投项目的资金分配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

元） 

募集资金投资

额（万元） 

自筹资金

（万元） 

1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

新基地（二期-1）--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试车间项目 
7,029.77 6,400.00 629.77 

2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

新基地（一期）--提取二车间中试生产线改造项目 
3,777.74 3,600.00 177.74 

合

计 
  10,807.51 10,000.00 807.51 

除原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外，为实施此项目的资金缺口 807.51 万元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生物医药科技园天然植物原料药创新基地（二期-1）--化学合成原料

药中试车间项目已累计支出 1,436.36 万元。 

 

五、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公司于2018年11月8日召开了九届二次董事会和九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董事会、监事会同意公司

将公司2013年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部分投资项目结项，同时，结合公司自身实际经营情况，为

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

10,636,632.45元（包含募投项目结余 2,600元及截至 2018年 11月 8日的利息与理财收益

10,634,032.45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截至2019年3月19日，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西支行，募集资金专户53001885436051005197已经完成销户，并将

结余资金2,600元，账户投资收益及利息收入10,648,603.25元结转至建设银行昆明城西支行，账

号53001895336051010409。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条款

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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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