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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ZI10157号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稳健医疗”）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管理层的责任  

稳健医疗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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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监会公告［2012］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

办理指南第6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发

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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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监会公告［2012］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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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引（2020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

办理指南第6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稳健医疗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

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稳健医疗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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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

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

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6号——

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

面如实反映了稳健医疗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稳健医疗为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上海    2021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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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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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6 号——

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就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822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人民币 74.30 元， 共计募集资金 

371,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15,615.07 万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为 

355,884.93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 第ZI10584 号《验资报告》。  

 

(二) 202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20 年度，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90,181.84 万元，其中：募投项目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 26,281.84 万元（包括本期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2,910.11 万元及置换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23,371.73 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3,900.00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余额 

募集资金净额    355,884.93  

加：银行理财收益（含税）    -    

 专户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865.18  

减：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90,181.84  

 其中：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2,910.11  

 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23,371.73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3,900.0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66,568.27  

  其中：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4,568.27  

 结构性存款余额    25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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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使用风

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稳健医疗（黄冈）

有限公司、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分别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龙华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安联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

华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关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差

异。本公司开立了专项账户存储募集资金，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以保证专款专用，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专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

状态 

初始存放

金额 

已使用

金额 

现金管理

金额 

利息收

入（扣减

费用）净

额 

余额 

稳健医疗

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19200188000681540 正常  26,881.05 5,831.10 18,000.00 76.78 3,126.73 

稳健医疗

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龙华支行  

4000026629203435111 正常  213,319.00 64,400.00 143,000.00 555.03 6,474.03 

稳健医疗

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安联

支行  

755901385510508 正常  70,456.87 12,229.19 56,000.00 130.25 2,357.93 

稳健医疗

（黄冈）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华

支行  

770574010590 正常  21,685.86 2,651.91 18,000.00 45.88 1,079.83 

稳健医疗

（武汉）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8110301012500545773 正常  23,542.15 5,069.64 17,000.00 57.24 1,529.75 

 
合  计   355,884.93 90,181.84 252,000.00 865.18 14,568.27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20 年度募投项目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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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

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议案主要内容如下：为进一步提高生产、管理效

率及资源综合利用率，把握市场发展机遇，更好推进募投项目实施，公司拟以部分

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具体如下： 

①“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原实施主体是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根据公司自身

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拟增加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②“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的原实施主体是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拟增加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的实施主

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8,000 万

元，资金专用于募投项目。 

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原实施主体是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拟增加公司全

资子公司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10,000万元，

资金专用于募投项目。 

上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业务快速发展，原计划实施地点难以满

足本募投项目对空间等特定配套环境条件的要求，同时，基于公司整体规划和合理

布局的需求，充分发挥公司内部资源的整合优势和深圳地域区位优势，进一步提高

协同创新能力和人才吸引力度，公司即在原实施地点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的

经营地址（武汉阳逻经济开发区武阳大道(北)8 号）的基础上，将实施地点扩展至包

含公司的经营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布龙路 660 号稳健工业园。公司本次增加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是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的重要布局，有利于优化资源配

置和募投项目的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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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董事长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深圳津

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拟分别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指

定人员全权办理与本次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事宜，并授权董事长签订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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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

司目前正积极推动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10 月 12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635 号《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验证。   

2020 年 10 月 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3,371.73 万元。独立董事和保荐机

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募集资金置换已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完成。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 25.9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办理定期存款，使用期

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

循环滚动使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252,000.00

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收益率 

1 

稳健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银行深

圳分行 

江苏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 2020 年第 29 期 3 个

月 B 

 10,000.00  2020-11-20 2021-2-20 1.4%~3.12% 

2 

稳健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银行深

圳分行 

江苏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 2020 年第 29 期 1 年

期 A 

 8,000.00  2020-11-20 2021-11-20 2%~3.11% 

3 

稳健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

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0

年第 183 期 E 款 

 43,000.00  2020-11-3 2021-2-3 1.3%~2.95% 

4 

稳健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

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0

年第 183 期 H 款 

 50,000.00  2020-11-3 2021-5-7 1.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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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收益率 

5 

稳健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

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0

年第 183 期 K 款 

 50,000.00  2020-11-3 2021-11-3 1.5%~3.16% 

6 

稳健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安联支

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

存款 

 6,000.00  2020-11-2 2021-2-1 1.35%~3.47% 

7 

稳健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安联支

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20-11-2 2021-2-2 1.35%~3.47% 

8 

稳健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安联支

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20-11-2 2021-2-3 1.35%~3.47% 

9 

稳健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安联支

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20-11-2 2021-2-4 1.35%~3.47% 

10 

稳健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安联支

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

存款 

 20,000.00 2020-11-2 2021-2-8 1.35%~3.47% 

11 
稳健医疗（武

汉）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01838 期 
 10,000.00  2020-10-31 2021-1-29 1.48%~2.7% 

12 
稳健医疗（武

汉）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01889 期 
 7,000.00  2020-11-3 2021-2-1 1.48%~2.7% 

13 
稳健医疗（黄

冈）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 款
[CSDV202006144B] 

  6,480.00   2020-11-2 2021-5-4 1.5%~4.8091% 

14 
稳健医疗（黄

冈）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 款
[CSDV202006143B] 

6,520.00   2020-11-2 2021-5-4 1.49%~4.7991% 

15 
稳健医疗（黄

冈）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 款
[CSDV202006142B] 

 2,490.00  2020-11-2 2021-2-4 3.05%~4.6% 

16 
稳健医疗（黄

冈）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 款
[CSDV202006141B] 

 2,510.00  2020-11-2 2021-2-4 1.49%~4.5991% 

合  计 252,000.00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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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 10月 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63,9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0 年 11 月 2日，超募资金 63,900 

万元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的议案》。议

案主要内容如下：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40,000.00 万元用于投资稳健医疗（嘉鱼）

科技产业园项目，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总额（万元） 
实施主体 

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    90,000.00    40,000.00   稳健医疗（嘉鱼）有限公司   

上述项目位于湖北省嘉鱼经济开发区内，北邻园区二路，南至园区三路，东靠嘉鱼

大道，西接十景辅路区域内地块，总用地面积约 451 亩。 项目依托自主研发专利技

术成果，立足企业在行业内现有优势，以天然棉花为主要原材料，创新改进脱脂和

水刺工艺技术，综合利用高压“水针”等高效生产工艺技术，拟建设水刺、洗护、湿

巾、医用棉/纱布/无纺布、手部消毒液等产品生产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项目投入总金额为零。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的议案》。议案主要内容

如下：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60,000.00 万元用于投资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项

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总额（万元） 
实施主体 

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     150,000.00     60,000.00   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包括非织造卷材中心、灭菌加工中心、国内医疗销售营销中

心、湖北区域总部智能配送中心、华中区域总部及集团第二研发中心等六大中心，

总投资约 15 亿元，由公司全额投资，自主经营。通过项目建设提高企业产能，扩大

市场占有率，使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规模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项目投入总金额为 500 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149,474.03 万元，其中：

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143,000.00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6,474.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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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 25.9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办理定期存款，使用期

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

循环滚动使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252,000.00

万元，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专户存款余额 14,568.27万元将继续专户存储，

并根据计划投资进度使用。 

 

（九）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

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16日批准报出。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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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5,884.9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0,1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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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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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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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止期末投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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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高端敷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21,685.86 21,685.86 2,651.92  2,651.92  12.23% 2022 年 10 月 注 不适用 否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70,456.87 70,456.87 12,229.19  12,229.19  17.36% 2023 年 10 月 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23,542.15 23,542.15 5,069.64  5,069.64  21.53% 2022 年 10 月 注 不适用 否 

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 否 26,881.05 26,881.05 5,831.09  5,831.09  21.69% 2022 年 10 月 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42,565.93 142,565.93 25,781.84 25,781.84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63,900.00 63,900.00 63,9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 ——  40,000.00   0.00% 2023 年 6 月 注 不适用 否 

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 ——  60,000.00 500.00 500.00 0.83% 2022 年 12 月 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63,900.00 64,400.00 64,400.00      

合计  142,565.93 306,465.93 90,181.84 90,1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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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 63,9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0 年 11 月 2 日，超募资金 63,900 万元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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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的议

案》。议案主要内容如下：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40,000.00 万元用于投资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预计项目总

投资 90,000.00 万元，实施主体为稳健医疗（嘉鱼）有限公司。该项目位于湖北省嘉鱼经济开发区内，北邻园区二路，南至园区三路，东靠嘉鱼大道，西接十景

辅路区域内地块，总用地面积约 451 亩。 项目依托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成果，立足企业在行业内现有优势，以天然棉花为主要原材料，创新改进脱脂和水刺工艺

技术，综合利用高压“水针”等高效生产工艺技术，拟建设水刺、洗护、湿巾、医用棉/纱布/无纺布、手部消毒液等产品生产项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

述项目投入总金额为零。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的议案》。议案

主要内容如下：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60,000.00 万元用于投资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预计项目总投资 150,000.00 万元，实施主体为

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项目包括非织造卷材中心、灭菌加工中心、国内医疗销售营销中心、湖北区域总部智能配送中心、华中区域总部及集团第二研发

中心等六大中心，由公司全额投资，自主经营。通过项目建设提高企业产能，扩大市场占有率，使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规模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项目投入总金额为 500 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议案主要内容如下：为进一步提高生产、管理效率及资源综合利用率，把握市场发展机遇，更好推进募投项目实施，

公司拟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其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原实施主体是稳健医疗（武汉）

有限公司，根据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拟增加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相应增加项目实施地点深

圳市龙华新区布龙路 660 号稳健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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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3,371.73 万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10 月 12 日出具的信会师

报字[2020]第 ZI10635 号《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鉴证。其中：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

民币 23,371.73 万元，其中：高端敷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已投入 2,650.62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投 11,007.94 万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投入 5,021.74 万元，

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已投入 4,691.43 万元，公司在 2020 年 10 月和 11 月从募集资金专户分别转出 7,342.04 万元和 16,029.68 万元用于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的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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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266,568.27 万元，其中：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252,000.00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4,568.27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成，尚不能计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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