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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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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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特将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情况报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年 1月 11日《关于核准南京新街口百货

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9号）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612,492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根据公司与特

定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施利润分配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股

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说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

10,664,229股，实际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2.82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49,999,995.78，扣除承销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46,499,995.82 

元已存入本公司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账号：

93040154700000179）的人民币账户中。上述资金于 2017年 5月 31 日到位，业

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苏亚验[2017]25 号

《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半年度使用金额及半年末余额 

2021年度 1-6 月未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021年度 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0.03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4,648.00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34,648.00 万元，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 22.19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募集资金专户发生情况 

2021 年 1 月 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22,225.65 

加：2021 年半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336.68 

减：银行手续费等 663.00 

截止 2021年 6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21,899.33 

（二）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年 7月 16日《关于核准南京新街口百货

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 112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53,418,803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根据《认购邀请

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量，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9.36元/股，发行数量为 53,418,803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 499,999,996.08 元，扣除承销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87,371,996.12元已存入本公司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账

号：93040078801400000454）的人民币账户中。上述资金于 2019年 7月 5日到

位，业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苏亚验[2019]15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半年度使用金额及半年末余额 

2021 年度 1-6 月未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021年度 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9.45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9,853.67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29,853.67万元，截至 2021 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91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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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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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

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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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南京新

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

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2017 年 6月，就公司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公司与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根据相关披露文件，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养老护理

人才培训基地和远程医疗分诊与服务平台两个项目的建设及运营，其中：养老

护理人才培训基地项目由安康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实施，远程

医疗分诊与服务平台项目由三胞国际医疗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实施。

截至 2017 年 7月 31 日，本公司已将相关募集资金转账到项目的实施主体，其

中：江苏金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安康通的全资子公司）25,650.00 万

元，广州市纳塔力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三胞国际的子公司）9,000.00 万

元。2017 年 8月，本公司与江苏金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南京鼓

楼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以对江苏金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实施监管管理。

2017年 8月，本公司与广州市纳塔力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招商银行上海曹

杨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以对广州市纳塔力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实施监管管理

（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临 2017-041）。 



2019 年 7月，就公司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公司与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相关各方均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

良好，不存在其他重大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招商银行

南京鼓楼支行、招商银行上海曹杨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元）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

口支行 
93040154700000179  148,272.38 

江苏金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南京鼓楼支行 125907334110901  49,551.97 

广州市纳塔力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上海曹杨支行 121923404610701  24,074.98 

合计 / / 221,899.33 

2、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本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元）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93040078801400000454  190,629,119.55 

三、2021 年 1-6 月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募集资金使用全部是根据合同预付的项目款，见后附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期无。 



3、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二）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无。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披露的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1 PROVENGE 中国上市 51,506 50,000 

2 PROVENGE 在早期前列腺癌的应用 174,724 150,000 

3 抗原 PA2024 国产化项目 51,065 50,000 

4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 5,000 5,000 

 合计 282,295 255,000 

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数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数额，募集配套资

金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到位前，各标的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自筹资金实施项目建设，待募集配套资

金到位后予以全额置换。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情况 

为保证本次交易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

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支付相关中介费用并稳步推进募集配套资金

投资项目。 

截至 2019年 11 月 30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

计金额为 230,094,817.81 元，其中 PROVENGE 在早期前列腺癌的应用投入为



28,828,365美元，按照 2019年 11月 3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7.0298折

算人民币金额为 202,657,640.28 元；另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人民币

27,437,177.53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拟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金额 

1 PROVENGE 在早期前列腺癌的应用 202,657,640.28 202,657,640.28 

2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 27,437,177.53 27,437,177.53 

 合计 230,094,817.81 230,094,817.81 

上述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金额 230,094,817.81

元，业经苏亚鉴[2019]44 号《关于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鉴证。 

（3）置换募投资金的实施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和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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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注册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及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方可实

施。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230,094,817.81 元， 公

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实施了置换。 

3、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止 2021年 6 月 30日，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地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

在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1年 8月 27日批准报出。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7日 

  



 

附表一：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649.99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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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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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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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养老护理人才培训基地项目 否 25,649.99 25,649.99 0.00 25,649.00 99.99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远程医疗分诊与服务平台 否 9,000.00 9,000.00 0.00 8,999.00 99.99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4,649.99 34,649.99 0.00 34,648.00 99.9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养老护理人才培训基地项目投入全部为预付项目款；远程医疗分诊与服务平台项目投入全部为预付项目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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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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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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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目前募集资金的使用，账面反映仍为预付款项的状态。 

 

 

 

 

 

 

 

 

 

 

 

 

 

 



 

附表二：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8,737.20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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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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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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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PROVENGE中国上市 否 5,000.00 5,000.00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PROVENGE在早期前列腺癌的

应用 

否 150,000.00 150,000.00  27,109.94 18.07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抗原 PA2024国产化项目 否 50,000.00 50,000.00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 否 5,000.00 5,000.00   2,743.72 54.87 不确定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255,000.00 255,000.00  29,853.66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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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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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金额为 230,094,817.81 元，其中 PROVENGE 在早期前列腺癌的应用投入为

28,828,365 美元，按照 2019 年 11 月 30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7.0298 折算人民币金额为 202,657,640.28 元；另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人民币

27,437,177.53元。上述预先投入的资金，于 2020年 1月 3日实施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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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