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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情况：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拟将募投项目“人用疫苗智能化车间建设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由 53,016.80 万元

调减至 13,848.96 万元，并拟将项目建设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调减的 39,167.84 万

元募集资金拟用于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物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部分募集资金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情况：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人用疫苗研

发项目”的实施内容进行调整，并拟将项目建设期延期至 2025年 12月。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019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165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1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8,150.00 万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4,137.9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

[2021]110Z0015号）审验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并与保荐机构、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辽宁成大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金额 

1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公司人用

疫苗一期工程建设项目（注 1） 
22,000.00 18,564.58 

2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人用疫苗智能化

车间建设项目 
53,016.80 5,605.87 

3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人用疫苗研发项

目 
83,715.00 24,521.18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45,268.20 45,275.40 

合计 204,000.00 93,967.03 

注 1：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将本溪人用疫苗基地相关资产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将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公司人用疫苗一期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成大生物本溪分

公司”变更为“本溪子公司”，该募投项目相关的实施地点、实施内容、实施方案等均保持不变。 

三、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延期的具体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综合考虑市场、行业环

境的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将募投项目“人用疫苗智能化车间建设项目”使用的募

集资金由 53,016.80 万元调减至 13,848.96 万元，并拟将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调减的 39,167.84 万元募集资金拟用于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产品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该项目预计建设完成时间为 2026年 3月。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 募投项目变更后 拟投入募

集资金增

减情况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人用疫苗智能

化车间建设项目 

53,016.80 53,016.80 13,848.96 13,848.96 -39,167.84 



2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生物技术产品

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140,214.40 0.00 140,214.40 39,167.84 39,167.84 

 

（一）公司“人用疫苗智能化车间建设项目”原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人用疫苗智能化车间建设项目”计划募集资金投资额 53,016.80 万元，建设周期计

划为 3 年。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智能化生产车间，人用狂犬病

疫苗（人二倍体细胞）智能化生产车间及疫苗制剂包装灌装车间等。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人用疫苗智能化车间建设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5,605.87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及进行管理。 

（二）“人用疫苗智能化车间建设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延期的原因 

受新冠疫情、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充分考虑产品的市场容量、市

场竞争以及产需平衡等因素，对“人用疫苗智能化车间建设项目”投资建设内容进行了调整。

公司决定取消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智能化生产车间的建设计划，在现有的人用狂

犬病疫苗（Vero 细胞）车间设备基础上增加智能化设备和信息系统，进行智能化升级；结

合公司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研发进度及生产布局，公司审慎考虑使用自有资

金已经在本溪厂区建设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智能化生产车间；为了充分利用

厂区内闲置空间，公司对现有的闲置车间进行改造，建设新的疫苗制剂包装灌装车间。同

时，受新冠疫情影响，疫苗制剂包装灌装车间涉及的材料采购、设备安装调试、用工等受

到制约，导致项目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有所滞后，晚于原规划时间，因此将本项目建设期延

长至 2024年 12月。 

综上，公司拟调减“人用疫苗智能化车间建设项目”建设投资和铺底流动资金部分计划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并将调减金额投入公司“生物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中。上述变

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公司产业布局的实施进度，有利于提升公司

整体运行效率。本次变更前后“人用疫苗智能化车间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情况对比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原计划募集资金投资额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增减情况 

1 建设投资 48,016.80 13,848.96 -34,167.84 

11.1 建筑工程费 15,840.00 1,796.40 -14,043.60 



11.2 设备购置安装费 28,620.00 12,052.56 -16,567.44 

11.3 基本预备费 3,556.80 - -3,556.80 

2 铺底流动资金 5,000.00 - -5,000.00 

合计 53,016.80 13,848.96 -39,167.84 

 

（三）新增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2、 实施主体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3、 项目实施地点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文朔街 56号 

4、 项目建设内容及周期 

项目建设期周期为 48个月，项目总建筑面积共计约 140,508.00 平方米。项目一期工程

包括设计产能 1000万支/年的 15价 HPV疫苗生产车间、研发中心、质量中心、库房以及配

套公用设施的建设，二期工程包括生物制品标准化厂房的建设。 

5、 项目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审

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建设生物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 

6、 项目备案、环评情况 

沈阳市浑南区行政审批局已核准本项目的备案（备案编号：沈浑审批备字〔2022〕34

号）《关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项目备案证明》。

本项目经沈阳市浑南生态环境分局以沈环浑南审字〔2022〕39 号《关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批准。 

（四）新增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为 140,214.40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39,167.84 万元，其余部分由公

司自有资金解决。新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额 拟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程建设投资 127,214.40 39,167.84 

1.1 土建投资 28,101.60 20,043.60 

1.2 设备费 74,092.80 10,567.44 

1.3 净化工程 25,020.00 8,556.80 

2 铺底流动资金 13,000.00 - 

项目总投资 140,214.40 39,167.84 

 

（五） 项目市场前景 

本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对公司的影响及主要风险，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建设生物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的公告》（2022-010号）。 

（六） 风险提示 

1、本项目建设周期较长，一期工程的 15价 HPV疫苗项目虽已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

通知书，但项目还需经过临床试验、新药注册审批和生产许可申请等多个阶段，受国家相

关部门的严格审核等因素影响，临床试验进程和结果及产品上市进度具有不确定性。如果

项目进度不能如期推进，未来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2、本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和对未来市场前景的判断，但行业发展、政策

变动、研发进展，竞争加剧、业务拓展情况等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本项目经济效益的

实现存在不确定性。 

（七） 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公司将对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及财务部门与保荐机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

管协议，并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其他相关事项。 

四、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的具体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综合行业环境的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募投项

目“人用疫苗研发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同时将该项目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人用疫苗研发项目”原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人用疫苗研发项目”总计划投资额 83,715.00 万元，项目周期计划为 3 年。本项目

主要围绕国家疫苗供应体系，聚焦于多联多价疫苗、创新疫苗、疫苗生产工艺领域，进行

临床前研发和临床试验研究等，加快公司在研产品的产业化进程，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

线。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人用疫苗研发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24,521.18万元，剩余

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及进行管理。 

（二）公司“人用疫苗研发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的原因 

受近三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多发散发不断反复，国内本土疫情多点

频发，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临床试验的组织与实施延期情况普遍存在。公司部分临床试验

基地实施静态管理，进入临床阶段的项目进度较规划有所滞后，晚于原规划时间；由于公

司部分研发项目由于具有创新性，研发难度较高、研发时间较长的特定，在实际研发过程

中，仍处于探索阶段，研发进度晚于原研发计划时间。因此将本募投项目延长至 2025 年

12月。 

由于部分临床项目进度有所滞后，为加快临床试验的进行，原计划用于临床项目产业

化的生产调试费调整至临床费；部分临床前研发项目具有创新性，难度大，原计划的研发

材料及检测费无法满足目前临床前研发项目的需要。因此公司对“人用疫苗研发项目”内部

投资结构进行调整，拟调减“生产调试费”11,200.00 万元至“临床费用”，拟调减“生产调试

费”3,500 万元至“材料及检测费”。“生产调试费”公司后续将根据研发进度，使用自有资金

投入。 

本次调整前后“人用疫苗研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情况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原计划募集资金

投资额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增减情况 

1 材料及检测费 5,970.00 9,470.00 3,500.00 

2 技术服务费 14,410.00 14,410.00 - 

3 研发人员工资 2,250.00 2,250.00 - 

4 临床费用 46,385.00 57,585.00 11,200.00 

5 生产调试费 14,700.00 - -14,700.00 

合计 83,715.00 83,715.00 0 



本次“人用疫苗研发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有利于推进上述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是公司综合考虑市场、行业环境的

变化，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调整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行上述调整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

要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与调整及延期的议案》，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事项是公司综合考虑市场、行

业环境的变化，结合根据自身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做出，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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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内

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事项，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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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是为了满足公司战略规划及实际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事

项。 

(四)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

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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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事项无异议。 

七、 上网公告附件 

（一）《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内

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