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海南海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海药”、“上市公司”、“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海

南海药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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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85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国

海证券采用代销方式协助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0,150,484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9.97 元，共计募集资金 500,000,325.48 元，

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18,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482,000,325.48 元，已由主

承销商国海证券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

发行费、股权登记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

增外部费用 7,042,721.96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474,957,603.52 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8-11 号）。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353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

国海证券采用代销方式协助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 245,298,400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2.23 元，共计募集资金 2,999,999,432.00 元，扣除承

销和保荐费用 32,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967,999,432.00 元，已由主承销

商国海证券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

费、股权登记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



部费用 10,366,002.67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957,633,429.33 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6〕8-86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469,657,810.57 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198,050.25 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理财收益

为 3,255,057.53 元；2020 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6,733,679.70 元，2020 年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2,943.71 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476,391,490.27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210,993.96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理财收益为 3,255,057.53 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3,032,1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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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银行理财收益）。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2,237,424,512.26 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39,383,784.69 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理财

收益为 50,109,655.60 元；2020 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76,823,149.40 元，2020 年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9,973,478.01 元；累计已使用

募集资金 2,714,247,661.66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为 159,357,262.70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理财收益为 50,109,655.60 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452,852,6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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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实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 

2020 年，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候，严格履行相应的申

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知会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三方监管

协议执行情况良好，不存在未及时履行义务的情形。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 年 3 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地药业”)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保荐机构国海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5 年 6 月 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投

项目——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具体变更情况：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

线建设项目，变更后其中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实施主体由天地药业变

更为天地药业控股子公司盐城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医药”），

剩余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仍由天地药业实施。2015 年 7 月，天地药

业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增资开元医药，由开元医药实施年产 100 吨头

孢克洛粗品的生产线建设项目。开元医药与保荐机构国海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6 年 9 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湖南廉桥药都医

药有限公司、海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分别与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保荐机构国海证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7 年 6 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议案》，同意海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将存放于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的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7 亿元转出至海口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7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及海药大健康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与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保荐机构国海证券共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 年 12 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银行专户的议案》，同意湖南廉桥药都医药有限公司存放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开福支行的募集资金全部更换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进行专户存储。2017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及湖南廉桥药都医药有

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保荐机构国海证券共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开福支行原

募集资金专户于 2018 年 2 月终止三方监管并注销。 

2018 年 7 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之一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2018 年 8 月，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结

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原募集资金专户于 2018 年 8 月终止三方监管并注销。 

2018 年 11 月 26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投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部分变更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远程

医疗服务平台项目”暂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175,226.24 万元部分变更用途，其中募

集资金 70,000 万元变更为投入到公司新规划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庆天地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医药产业园项目”。2019 年 1 月 8 日，公司、天地药业连同保荐机

构国海证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2019 年 6 月 6 日，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国海证



券与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9 年 4 月 13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19 年 5 月 7 日召

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债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原

募集资金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并将该项目的剩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06,647.74 万元用于“偿还“17海药 01”的投资者在 2019 年如果行使回售权，公司

需支付给投资者的回售款项以及本期债券在第二个计息期间（2018 年 6 月 23 日

至 2019 年 6 月 22 日）的利息”项目。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

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结项并

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 
2201028119200382050 1,493,297.59  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 
2201028119200393009 1,538,867.15  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合 计  3,032,164.74  

 
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461602303018010082630 募集资金专户因资金使用完

毕已于 2017 年销户。 



2、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680210020000009798 15,905,938.05 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88000019294 50,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88000019310 20,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88000014527 1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88000014519 1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行  
6530000010120100243448 15,463,535.23 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海口市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营业部 

1013446500000219 1,483,212.69 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1013446500001592 50,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1013446500001071 56,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1013446500001117 56,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1013446500001260 56,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1013446500001306 56,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1013446500001449 56,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合 计  452,852,685.97  

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支行 9550880200175300397 募集资金专户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 66010078801400000180 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8 年注销。 海口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营业部

1011812200000136 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9 年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733,679.70 元，具体情况详见

附表 1-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76,823,149.40 元，具体情况详

见附表 1-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 年 6 月 4 日，公司发布《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00 吨头孢

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部分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具体变更情况：

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后其中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

生产线实施主体由天地药业变更为天地药业控股子公司开元医药，实施方式为天

地药业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增资开元医药，由开元医药实施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的生产线建设项目；剩余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仍由天

地药业实施。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主体变更发表同意意见。

2016 年 6 月 15 日，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

——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 

变更原因为：(1) 天地药业目前主要通过新建厂房、生产车间、配套工程开

展募投项目建设，由开元医药利用现有的部分空余厂房及公用设备实施该项目有

利于节约项目资金和建设时间，较快地达成项目产能；(2)开元医药利用现有的

部分空余厂房及公用设备实施该项目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产能，提高现有资产利

用率。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发布《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

公告》的公告，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中由重

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的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增加

重庆市忠县乌杨医药产业园区、顺溪厂区作为实施地点，增加原因为国家政策和

当地政府规划调整，及天地药业未来生产厂区整体规划的安排。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 

2018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

心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已

竣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33,077.19 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

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募集专项账户余额划转至公司其他账户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注销等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2018 年 8 月 6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已完成的“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为 306,518,952.00 元、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净额及

理财收入金额共计 27,838,469.80 元，合计 334,357,421.80 元，已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2）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 

2018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发布《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向控股

子公司增资的的公告》的公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同意公司将

原募集资金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暂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的用

途变更为投入到公司新规划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医

药产业园项目”。同时以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天地药业进行增资，

增资价格按照天地药业 2017 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2.28 元为依据，并授权天地

药业管理层办理相关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

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部分变更的议案》。 

2019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发布《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于偿还公司债券的公告》的公告，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终止原募集资金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

项目”，并将该项目的剩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06,647.74 万元用于“偿还“17海药

01”的投资者在 2019 年如果行使回售权，公司需支付给投资者的回售款项以及本



期债券在第二个计息期间（2018 年 6 月 23 日至 2019 年 6 月 22 日）的利息”项

目。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变更原因为：①国家产业政策改革未达预期；②充分整合医疗资源需逐步完

成；③控制项目投资风险；④公司以使用自有资金控股和参股的方式，围绕传统

医疗信息化服务业务和创新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业务的大方向，以数据和服务为

核心，在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基层医疗信息平台、医院信息化、移动医疗、健康

管理、远程医疗、医生培训等领域做了深度布局，逐步形成了互联网医疗生态体

系。 

（3）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结项并

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之一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已竣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了提

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公

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9,415.46 万元（含尚未支付的尾款、质保金、

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募集专项账户余额划转至公司其他账户

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等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

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已完成的“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5,330.34

万元、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净额及理财收入金额共计

4,085.12 万元，合计 9,415.46 万元，已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年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年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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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 

2018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

心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已

竣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33,077.19 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

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募集专项账户余额划转至公司其他账户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注销等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2018 年 8 月 6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已完成的“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为 306,518,952.00 元、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净额及



理财收入金额共计 27,838,469.80 元，合计 334,357,421.80 元，已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2）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结项

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之一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已竣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了

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9,415.46 万元（含尚未支付的尾款、质保金、

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募集专项账户余额划转至公司其他账户

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等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

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已完成的“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5,330.34

万元、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净额及理财收入金额共计

4,085.12 万元，合计 9,415.46 万元，已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其定期账户中。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其定期或活期账户

中。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7 年 9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

限公司、海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湖南廉桥药都医药有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额度分别不超过 1.5 亿元、14 亿元、4.5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在该有效期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全部收回。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1。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2。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0 年度，公司 3.3 亿元的募集资金定期存单违规设置了“止付”，截至本

报告出具日，上述违规情形已经消除，未对募集资金造成实际损失，公司已采取

整改措施。除上述情况外，海南海药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情况。 

七、会计师核查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海南海药 2020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007078 号），鉴证结论为：“我们认

为，除本意见“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中所述已整改完成问题

外，海南海药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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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证上[2020]125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

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海南海药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募集资金相关的银行对账单、公司公告及其他相关报告与

文件，并与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相关人员沟通交流，对海南海药 2020 年度募集

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海南海药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除本核查意见“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中所述已整改完成问题

外，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

项使用，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保荐代表人：许  超   关建宇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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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7,495.7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6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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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39.1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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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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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

产线建设项目 
是 16,500.03 16,500.03 673.37 16,639.95 100.85 2021 年 3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单克隆抗体中试中心建设

项目 
否 5,000.00 5,000.00  5,002.06 100.04 2015 年 9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偿还银行贷款 否 26,000.00 26,000.00  25,997.14 99.99 2015 年 3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7,500.03 47,500.03 673.37 47,639.15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47,500.03 47,500.03 673.37 47,6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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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原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19 年 12 月，由于天地药业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建设在重庆市忠县水坪工业

园内，因该园区规划调整，园区内原计划由当地政府建设的污水处理厂一直没有建设，公司该项目的建设进度相应放缓。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公司需采购部分定制生产设

备，对原有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升级和改进，也影响天地药业和开元医药项目进度，无法在原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天地药业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和开元医药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均已竣工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节余金额 303.36 万元，已经全

部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发布《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公告》的公告，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中由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的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增加重庆市忠县乌杨医药产业园区、顺溪厂

区作为实施地点，增加原因为国家政策和当地政府规划调整，及天地药业未来生产厂区整体规划的安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2015 年 6 月 4 日，公司发布《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募投项目——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具体变更情况：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

项目，变更后其中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实施主体由天地药业变更为天地药业控股子公司开元医药，实施方式为天地药业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增资开元医

药，由开元医药实施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的生产线建设项目；剩余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仍由天地药业实施。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主体变

更发表同意意见。2016 年 6 月 15 日，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 

变更原因为：(1) 天地药业目前主要通过新建厂房、生产车间、配套工程开展募投项目建设，由开元医药利用现有的部分空余厂房及公用设备实施该项目有利于节约项目资金和

建设时间，较快地达成项目产能；(2)开元医药利用现有的部分空余厂房及公用设备实施该项目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产能，提高现有资产利用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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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其定期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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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95,763.3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6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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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24.7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10,083.4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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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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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

项目 
否 65,763.34 65,763.34 11,725.26 59,257.86 90.11 2021 年 3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

物流交易中心项目 
是 60,000.00 29,348.11  29,348.11 100.00 2018 年 7 月 -3,.837.70 否 否 

3.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 是 170,000.00 3,646.87  3,646.87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33,435.74  33,435.7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医药产业园项目 
是  70,000.00 35,957.05 39,088.45 55.84 2022 年 6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偿还 17 海药 01 的投资者

在 2019 年如果行使回售权，

公司需支付给投资者的回售

款项以及本期 

债券在第二 个计息期 间

（2018 年  6 月  23 日至

2019 年 6 月 22 日）的利

是  106,647.74  106,647.7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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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95,763.34 308,841.80 47,682.31 271,424.77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295,763.34 308,841.80 47,682.31 271,424.7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原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19 年 9 月，由于疫情影响、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因部分定制设备未能及时交付，且因疫情影响，

内部装修进度等收尾工程无法实施。无法在原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1 年 3 月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结项。 

（2）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是资产折旧、摊销等固定成本较大，全年折旧 1,000 多万元；交易中心和仓储中心 2018 年 8 月转为固定

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目前尚处于市场培育期，对公司营收贡献较小；饮片市场尚在开拓之中，尚未形成规模。 

（3）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医药产业园项目延期完成，计划完成时间从 2020 年 12 月延期至 2022 年 6 月。延期原因：一是根据长江经济带环保相关政策要求以及市场情况， 

2019 年对原项目产品布局进行了适当调整；二是为产品将来进入国际市场，不同类别产品进行了分区设计，并调整了车间设计；三是 2020 年重庆降水量大、现场施工地质条件

恶劣影响土建施工进度。四是因 2020 年疫情影响，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医药产业园项目部分定制设备未能及时交付；这一系列原因导致整个工期延期，无法在原计划时间

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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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1）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 

2018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湖南

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已竣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33,077.19 万元

（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募集专项账户余额划转至公司其他账户及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注销等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2018 年 8 月 6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完成的“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的节余募

集资金金额为 306,518,952.00 元、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净额及理财收入金额共计 27,838,469.80 元，合计 334,357,421.80 元，已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 

2018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发布《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的公告》的公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同意公司将原募集资金项目“远程

医疗服务平台项目”暂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的用途变更为投入到公司新规划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医药产业园项目”。同时以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天地药业进行增资，增资价格按照天地药业 2017 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2.28 元为依据，并授权天地药业管理层办理相关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监事

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部分变更的

议案》。 

2019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发布《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券的公告 》的公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9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19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终止原募集资金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并将该项目的剩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06,647.74 万元用于“偿还“17 海药 01”的投资者在 2019

年如果行使回售权，公司需支付给投资者的回售款项以及本期债券在第二个计息期间（2018 年 6 月 23 日至 2019 年 6 月 22 日）的利息”项目。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

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3）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

园项目已竣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9,415.46 万元（含

尚未支付的尾款、质保金、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募集专项账户余额划转至公

司其他账户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等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完成的“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5,330.34 万元、该项目募

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净额及理财收入金额共计 4,085.12 万元，合计 9,415.46 万元，已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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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1）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 

已完成的“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306,518,952.00 元、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净额及理财收入金额共计

27,838,469.80 元，合计 334,357,421.80 元，已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为：①公司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审慎

地使用募集资金，成本控制效果较好，招标比计划节省费用；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对投资建设成本进行严格的把控，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控制建设成本，避

免资源材料的浪费，合理降低了项目成本。②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 

 

（2）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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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的“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5,330.34 万元、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净额及理财收入金额共计 4,085.12 万元，合计

9,415.46 万元，已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海南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为：①公司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成本控制效果较 好，招

标比计划节省费用 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对投资建设成本进行严格的把控，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控制建设成本，避免资源的浪费，合理降低了项目成本。②利

息收入和理财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其定期或活期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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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实际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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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

建设项目之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

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盐城开元） 

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

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5,000.00 10.00 4,867.56 97.35 2021 年 3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5,000.00 10.00 4,867.56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2015 年 6 月 4 日，公司发布《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实施主体》的公告，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实施主体的议

案》，同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具体变更情况：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后其中年产 100 吨头孢

克洛粗品生产线实施主体由天地药业变更为天地药业控股子公司开元医药，实施方式为天地药业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

增资开元医药，由开元医药实施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的生产线建设项目；剩余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仍由天地药业

实施。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主体变更发表同意意见。2016 年 6 月 15 日，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 

变更原因为：(1) 天地药业目前主要通过新建厂房、生产车间、配套工程开展募投项目建设，由开元医药利用现有的部分空余厂

房及公用设备实施该项目有利于节约项目资金和建设时间，较快地达成项目产能；(2)开元医药利用现有的部分空余厂房及公用设

备实施该项目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产能，提高现有资产利用率。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年产 2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原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19 年 12 月，由于天地药业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

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建设在重庆市忠县水坪工业园内，因该园区规划调整，园区内原计划由当地政府建设的污水处理厂一直没有建

设，公司该项目的建设进度相应放缓。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公司需采购部分定制生产设备，对原有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升

级和改进，也影响天地药业和开元医药项目进度，无法在原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天地药业

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和开元医药年产 100 吨头孢克洛粗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均已竣工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节余金额 303.36 万元，已经全部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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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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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实际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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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湖南廉桥药都中药

材仓储物流交易中

心项目 

33,435.74   33,435.7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医药产业园项目 

远程医疗服务平台

项目 
70,000.00 35,957.05 39,088.45 55.84 2022 年 6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偿还 17海药 01的投资者

在 2019 年如果行使回售

权，公司需支付给投资者

的回售款项以及本期债

券在第二个计息期间

（2018 年 6 月 23 日

至 2019 年  6 月  22 

日）的利息项目 

远程医疗服务平台

项目 
106,647.74  106,647.7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210,083.48  35,957.05 179,1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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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 

2018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已竣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33,077.19 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具

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募集专项账户余额划转至公司其他账户及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等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2018 年 8 月 6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结项并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已完成的“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306,518,952.00 元、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和手续费净额及理财收入金额共计 27,838,469.80 元，合计 334,357,421.80 元，已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湖南廉桥药都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

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为：①公司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成本控制效果较好，招标比计划节省费用；在募投

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对投资建设成本进行严格的把控，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控制建设成本，避免资源材料的浪费，合理降低了

项目成本。②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 

（2）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 

2018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发布《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的公告》的公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同意公司将原募集资金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暂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的用途变更为投入到公司新规划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医药产业园项目”。同时以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天地药业进行增资，增资价格按照天地

药业 2017 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2.28 元为依据，并授权天地药业管理层办理相关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

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

项目部分变更的议案》。 

2019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发布《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券的公告》的公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2019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终止原募集资金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并将该项目的剩余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06,647.74 万元用于“偿还“17 海药 01”的投资者在 2019 年如果行使回售权，公司需支付给投资者的回售款项以及本

期债券在第二个计息期间（2018 年 6 月 23 日至 2019 年 6 月 22 日）的利息”项目。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

意意见。 

鉴于以下原因公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①国家产业政策改革未达预期；②充分整合医疗资源需逐步完成；③控制项目投资风险；④公司以使

用自有资金控股和参股的方式，围绕传统医疗信息化服务业务和创新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业务的大方向，以数据和服务为核心，在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基层医疗信息平台、医院信息化、移动医疗、健康管理、远程医疗、医生培训等领域做了深度布局，逐步形成了互联网医疗生态

体系。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医药产业园项目延期完成，计划完成时间从 2020 年 12 月延期至 2022 年 6 月。延期原因：一是根据长江经济带

环保相关政策要求以及市场情况， 2019 年对原项目产品布局进行了适当调整；二是为产品将来进入国际市场，不同类别产品进行了分区设

计，并调整了车间设计；三是 2020 年重庆降水量大、现场施工地质条件恶劣影响土建施工进度。四是因 2020 年疫情影响，重庆天地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医药产业园项目部分定制设备未能及时交付；这一系列原因导致整个工期延期，无法在原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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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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