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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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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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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就 2021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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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837 号）核准，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
（面值人民币 1 元/股），发行价格为 86.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72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人民币 143,783,310.00 元后，实收人民币 1,576,216,690.00
元，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存入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闵
行 支 行 （ 账 号 : 0213014210018440 ） 、 中 国 银 行 上 海 市 闵 行 支 行 （ 账 号 ：
825011942218094001 ） 和中 国 建设 银 行股 份有 限 公司 上 海吴 泾支 行 （账 号 ：
31001530000059166166）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另扣除其他相关发行费
用人民币 5,688,528.4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70,528,161.60 元，其中超
募资金 1,138,861,161.6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1]第 10258 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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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570,528,161.60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358,736,273.72

减：2021 年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50,000,000.00

（1）支付上海东富龙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投资款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购买理财产品的收益

150,000,000.00
227,200,343.16
101,670,629.0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注）

390,662,860.08

注：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90,662,860.08 元，
其中 87,662,860.08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303,000,000.00 元为未到期银行低风
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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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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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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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了《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对募集资金建立专户存储，并对其管理、使用
和变更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申请、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
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程序等内容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于 2011 年 2 月 27 日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闵行
支行、中国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吴泾支行三家
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另外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东富龙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富龙
制造”）与本公司会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吴泾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富龙德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上海东富
龙德惠净化空调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分别与本公司会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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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以上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监管协
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期末余额（元） 备注

1、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
募集资金
454659257042
280,855.79
闵行支行
专户
中国银行上海
453359267661*97 定期存款
25,000,000.00
闵行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
453359267661*98 定期存款
30,000,000.00
闵行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
453359267661*99 定期存款
30,000,000.00
闵行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募集资金
31001530000059166166
722,162.66
上海吴泾支行
专户
中国民生银行
募集资金
0213014210018440
1,659,841.63
上海闵行支行
专户
小计
87,662,860.08
2、上海东富龙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建行银行
31001530000050005880 活期存款
0.00 已销户
上海吴泾支行
合计
87,662,860.08
注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明确约定，公司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
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招商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注二：根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部分专户销户》的公告，东富龙制造用于《制
药装备容器制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已支付完毕，并将专户
余额转入东富龙制造基本账户。截至 2018 年 8 月 27 日，该账户已注销。
（三）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使用超募资金 303,000,000.00 元购买建设银行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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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50,873.6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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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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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 2011 年 10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同意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菌冻干制药装备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实施地点由上海市闵
行区都会路 1509 号变更为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39 号。
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保荐机构均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制药装备容器制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东富龙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止
2011 年 5 月 27 日，自筹资金累计投入 1,751.59 万元。该事项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验证，并出具《关于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1] 第 12798 号）。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751.59 万元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保荐机构均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751.59 万元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011 年 6 月 22 日，公司已完成相关募集资金的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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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制药装备容器制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以下简称“制药装备一期”）
（1）结余情况：制药装备一期已建设完工，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募投
项目专用账户结余总额为 50,769,079.84 元，扣除未支付的质保金和余款后，制药
装备一期使用募集资金结余净额为 45,934,733.84 元（含募集资金利息净收入），
该事项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确认，并出具《募投项目使用募
集资金结余情况专项说明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40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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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余原因
①公司在实施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
用募集资金，按照投资预算控制募集资金投入；
②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计划采购的生产工艺设备因市场变化和新产品的不断
推出，设备性能提高，价格下降，使得设备购置资金投入比预算减少；
③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本公司的压力容器生产仍需继续，为了应对不断增长
的市场需求，原计划在项目基本建成后购买的部分设备，提前由本公司采购并投
入使用。本项目基本建成后，压力容器车间整体由闵行区搬迁至位于金山区的东
富龙制造，原有的容器制造专用设备尚具备使用价值，为有效节约生产成本并最
大化利用现有资源，上海东富龙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从本公司购
买上述设备，因此节约了原计划购置设备的部分募集资金。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和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制药装备容器制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募投项目结
项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投资制药装备容器制造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二期）的议案》，同意制药装备容器制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结项，
并用结余资金 4,593.48 万元（含募集资金利息净收入）启动制药装备容器制造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和保荐机构均同意上述事项。
2、无菌冻干制药装备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无菌冻干制药集成项
目”）
（1）结余情况：无菌冻干制药集成项目已建设完工，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无菌冻干制药集成项目”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为 160,712,363.41 元，占承
诺投入金额 54.29%，其中已投入（付款）总额为 147,778,672.01 元，未付款的质
保金及余款 12,933,691.40 元。“无菌冻干制药集成项目”节余资金净额为
135,287,636.59 元，包括利息净收入的结余款为 165,313,628.05 元。该事项已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确认，并出具《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结余
情况专项说明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2765 号）。
（2）结余原因：
①公司在实施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
用募集资金，按照投资预算控制募集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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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基于本项目建设地点变更及政府行政审批进程缓慢，导致项目生产建设周
期一再延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原计划采购的生产工艺及研发测试设备因市场
变化和新产品的不断推出，设备性能提高，价格下降，同时根据市场变化优化项
目所需各类设备配置，使得设备购置资金投入比预算减少；
③基于本项目建设地点变更，项目原有规划也做了相应调整，房屋结构及规
划更加优化，土建及装修等基建成本有所下降；
④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为了快速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的冻干系统
装备生产及研发需要提前布局及投入，原计划在项目基本建成后购买的部分设备，
提前由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采购并投入使用。因此节约了原计划购置设备的部分募
集资金；
⑤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39 号二期的生物制药冻干系统配套建设项目，
是本项目的配套辅助工程，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购置相应的配套设备，故该项目
也相应减少了配套设备的采购。
（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无菌冻干制药装备系统集成产业化募投项目结项的议案》，同意无菌冻干制药
装备系统集成产业化募投项目结项，鉴于公司上述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为方便
公司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提升经营效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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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
司将无菌冻干制药装备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结余的募集资金共计 16,531.36 万元
转入超募资金账户进行管理并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相关产业投资。本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和保荐机构均同意上述事项。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发行新股取得募集资金净额 157,052.82 万元，除公司募投项目 43,166.70
万元外，尚有超募资金人民币 113,886.12 万元。无菌冻干制药装备系统集成产业
化项目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结项，结余的募集资金共计 16,531.36 万元转入超募
资金账户进行管理。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超募资金规划投向为 143,412.28 万
元，实际使用 121,248.42 万元，尚未使用超募资金为 42,056.16 万元（包含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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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手续费、理财收益及有投向但尚未支出部分）。累计超募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如下：
（1）2011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收购
德惠资产框架协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 4,90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2011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已出资人民币 4,900 万元设立上海东富龙德
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富龙德惠设备”）。东富龙德惠设备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投资设立上海东富龙德惠净化空调工程安装有
限公司。
（2）2011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2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已将人民币
20,000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保荐机构均同意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以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使用计划。
（3）2013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典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合计 3,000 万元投资上海典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出资 2,400 万
元收购部分股权，并单向增资 600 万元，最终持有上海典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72%股权。公司已支付增资款及股权转让款 3,000 万元。本公司独立董事、保
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4）2014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固定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6,597,160 元购买
医谷•现代商务园（二期）房屋建筑一幢，房屋建筑面积：1970.16 平方米。公司
已使用 26,597,160 元支付房屋价款。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5）2014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瑞派机械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合计 4,895 万元投资上海瑞派机械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东富龙
制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其中出资 3,395 万元收购 100%股权，增资 1,500 万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支付增资款 1,500 万元及股权转让款 3,395 万元合计
4,895 万元。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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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4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固定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6,385,982 元
购买位于武汉九龙生物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园加速器二期的房屋建筑一幢，建
筑面积 3562.17 平方米。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 14,747,383.80 元支
付房屋价款。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7）2015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增资上海东富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更名为上海东富龙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9,900 万元增资上海东富龙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并更名为上海东富龙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该议案经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支付增资款 9,900 万元。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
上述事项。
（8）2015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投资设立上海东富龙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50,000 万元设立上海东富龙医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该议案经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支付投资款 50,000 万元。本公司独立董事、保
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9）2015 年 5 月 25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参股投资上海诺诚电气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 3,500 万元参股投资上海诺诚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诚电气”），
持有 14.77%股权，公司已支付投资款 3,500 万元。2018 年 6 月 28 日，公司与诺
诚电气董事长茆顺明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的 437.5 万股作价
3,500 万元（每股人民币 8 元）转让给茆顺明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公司累计转让
437.5 万股，作价人民币 3,500 万元，收到股权回购款共计人民币 3,500 万元，上
述款项已返还超募资金账户。
（10）2016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 3,600 万元收购驭发制药 40%股权的议案》（现更名为东富龙包
装技术（上海）有限公司）。2019 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
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使用金额的议案》，将原投资额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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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调整至 3,558.96 万元，公司已支付转让款 3,558.96 万。本公司独立董事、保
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11）2017 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610 万元增资上海承
欢轻工机械有限公司，增资后持有上海承欢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51%股权。公司已
支付增资款 3,610 万元。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12）2018 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收购东富龙德惠设备 1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250
万元收购东富龙德惠设备 15%的股权，公司已支付款项 2,250 万元。本次收购完
成后，东富龙德惠设备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
述事项。
（13）2021 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37,000 万元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东
富龙制造，用于投资建设生物制药系统装备产业化项目。该议案已通过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增资 15,000 万元。本公司独
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或用于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
财产品。公司正在围绕发展战略，积极开展项目调研和论证，争取尽快制定剩余
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1、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超募资金理财额度，使用不超过人民币柒亿元超
募资金购买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流动性高的保本型短期（不
超过 1 年）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
机构同意上述事项。2021 年半年度，公司在上述额度内购买的保本低风险理财产
品情况如下：
（1）公司使用 7,000 万元购买建设银行发行的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编号：
31078000020201204068)，产品有效期为 2020 年 12 月 4 日-2021 年 3 月 4 日，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 3.1%。本结构性存款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以该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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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的资金成本与交易对手叙作投资收益和 BFIXEURUSD 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
易。到期收回本金，取得收益 535,068.49 元。
（2）公司使用 3,000 万元购买建设银行发行的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编号：
31078000020201218072），产品有效期为 2020 年 12 月 18 日-2021 年 3 月 17 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1%。本结构性存款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以该名
义本金的资金成本与交易对手叙作投资收益和 BFIXEURUSD 挂钩的金融衍生品
交易。到期收回本金，取得收益 226,767.12 元。
（3）公司使用 20,000 万元购买建设银行发行的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编号：
31078000020201218073），产品有效期为 2020 年 12 月 18 日-2021 年 3 月 17 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1%。本结构性存款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以该名
义本金的资金成本与交易对手叙作投资收益和 BFIXEURUSD 挂钩的金融衍生品
交易。到期收回本金，取得收益 1,511,780.82 元。
（4）公司使用 4,800 万元购买中国银行发行的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P202007039H】，产品有效期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2021 年 5 月 17 日，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 3.5089%。本产品募集资金由中国银行统一运作，按照基础存款
与衍生交易相分离的原则进行业务管理。募集的本金部分纳入中国银行内部资金
统一运作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费的缴纳范围。到期收回本金，取得
收益 646,022.14 元。
（5）公司使用 4,900 万元购买中国银行发行的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202007040H】，产品有效期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2021 年 5 月 17 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5124%。本产品募集资金由中国银行统一运作，按照基础存
款与衍生交易相分离的原则进行业务管理。募集的本金部分纳入中国银行内部资
金统一运作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费的缴纳范围。到期收回本金，取
得收益 660,138.74 元。
2、2021 年 2 月 26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柒亿元超募资金购买商业
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流动性高的保本型短期（不超过 1 年）理财
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
事项。2021 年半年度，公司在上述额度内购买的保本低风险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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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使用 7,000 万元购买建设银行发行的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编号：
3107800000308012），产品有效期为 2021 年 3 月 8 日-2021 年 9 月 6 日，预期年
化收益率为 1.54%-3.3%。本结构性存款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以该名
义本金的资金成本与交易对手叙作投资收益和 BFIXEURUSD 挂钩的金融衍生品
交易。
（2）公司使用 23,300 万元购买建设银行发行的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编号：
31078000020210401013），产品有效期为 2021 年 4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28 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1.54%-3.4%。本结构性存款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
以该名义本金的资金成本与交易对手叙作投资收益和 BFIXEURUSD 挂钩的金融
衍生品交易。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1 年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已披露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披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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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0 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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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投入募
募集资金总额

157,052.82

15,000.00

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0,8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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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更项目（含

承诺投资

部分变更）

总额

调整后投

报告期内投入

资总额（1）

截至期末投入

项目可行

截至期末累计投

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

报告期实现

是否达到

性是否发

入金额（2）

（3）=（2）/

使用状态日期

的效益

预计效益

生重大变

金额

化

（1）
承诺投资项目
1、无菌冻干制药装备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

否

29,600.00

29,600.00

16,037.80

54.18%

2015 年 3 月 31 日

4,657.90

是

否

2、制药装备容器制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注①）

否

13,566.70

13,566.70

13,587.41

100%

2013 年 9 月 30 日

2,856.01

否

否

43,166.70

43,166.70

29,625.21

4,900.00

4,900.00

4,9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3、收购上海典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并增资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416.19

不适用

不适用

4、收购上海瑞派机械有限公司并增资

4,895.00

4,895.00

4,895.00

100.00%

-146.86

不适用

不适用

5、购买医谷·
现代商务园（二期）房屋一幢

2,659.72

2,659.72

2,659.72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6、购买武汉九龙生物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园

1,638.60

1,638.60

1,474.74

9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513.91

超募资金投向
1、设立上海东富龙德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2、补充流动资金

2012 年 6 月 30 日

2,213.34

加速器二期的房屋一幢
9,900.00

9,900.00

9,900.00

100.00%

70.04

不适用

不适用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100.00%

5,607.34

不适用

不适用

9、增资上海诺诚电气有限公司 （注②）

3,50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10、收购上海驭发制药有限公司 40%股权

3,600.00

3,558.96

3,558.96

100.00%

837.31

不适用

不适用

11、增资上海承欢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3,610.00

3,610.00

3,610.00

100.00%

1,547.26

不适用

不适用

12、收购东富龙德惠设备 15%股权

2,250.00

2,250.00

2,25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37,000

37,000

15,000

15,000

40.54%

不适用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46,953.32

143,412.28

15,000

121,248.42

10,544.62

合计

190,120.02

186,578.98

15,000

150,873.63

18,058.53

7、增资上海东富龙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8、设立上海东富龙医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3、增资东富龙制造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报告期内，制药设备容器制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未达到预期收益的主要原因：制药设备容器基础制造毛利率相对偏低，报告期内未能达到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专项报告三、（六）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专项报告三、（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专项报告三、（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专项报告三、（五）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详见专项报告三、（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已披露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注①：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注销东富龙制造募集资金账户，账户结余部分项目尾款及利息合计 26.41 万元转为自有资金，用于补充东富龙制造流动资金，附表 1 内将上述结余资金（含利息）列入项目投入项。
注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转让 437.5 万股，作价人民币 3,500 万元，收到股权回购款 3,500 万元，上述款项已返还超募资金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