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和药业”或“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2022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 修订）》等相关规定，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55 号）核准，本公司可向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普通

股（A 股）不超过 371,502,022 股。根据发行结果，公司本次实际向发行对象发行

普通股（A 股）161,598,158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

民币 5.16 元，本公司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33,846,495.28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

的费用总额人民币 10,957,389.86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22,889,105.42 元。截止 202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

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0]000658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及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请见仁和药业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8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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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比

例 
剩余募集资金 

1 

仁和翔鹤工业

大麻综合利用

产业项目 

27,910.65 2,496.58 8.95% 25,414.07 

2 

中药经典名方

产业升级技改

项目 

18,855.00 12,428.60 65.92% 6,426.40 

3 
仁和智慧医药

物流园项目 
22,974.00 18,749.24 81.61% 4,224.76 

4 
仁和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13,645.00 4,146.14 30.39% 9,498.86 

合计 83,384.65 37,820.56 - 45,564.09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延期的具体情况 

为了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综合考

虑市场、行业环境的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拟对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并将调减及结

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募投项目建设内容进行优化调整，同时将建设完成期

限延长。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前后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情况 

1 中药经典名方产业升级技改项目 36,235.02 18,855.00 12,428.60 -6,426.40 

2 仁和智慧医药物流园项目 25,529.63 22,974.00 22,974.00 0.00 

3 仁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5,645.92 13,645.00 4,146.14 -9,498.86 

4 
数字化保健和消毒抑菌产品生产

线技改搬迁及扩产项目 
22,288.26 - 7,962.00 +7,962.00 

5 
女性生理健康用品生产线数字智

能化技改搬迁及扩产项目 
20,601.17 - 7,963.26 +7,963.26 

合计 120,300.00 55,474.00 55,474.00 -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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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药经典名方产业升级技改项目”具体情况 

1、本次“中药经典名方产业升级技改项目”结项情况 



 

 

公司拟结项募投项目“中药经典名方产业升级技改项目”，本项目总投资

36,235.02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拟投入 18,855.00 万元，该项目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实施进度符合原定计划。截至 2022 年 12 月 8 日，“中药经

典名方产业升级技改项目”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2,428.60 万元，节余募集

资金为人民币 6,426.40 万元。本项目尚未支付的少量设备质保金等款项公司将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 

2、本次“中药经典名方产业升级技改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节约、合

理的原则，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严格规范采购、建设制度，在保证项目质

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

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合理地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形成了资

金结余。 

3、结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合计 6,426.40 万元（利息收益的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

日的金额为准），用于投向公司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字化保健和消毒抑菌

产品生产线技改搬迁及扩产项目”，新项目顺应了市场对抑菌系列产品不断增长

变化需求的提高带来的市场机遇，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巩固和提升行业地

位，满足长远发展需要，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二）“仁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具体情况 

1、本次“仁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调整情况 

将该募投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由 13,645.00 万元调减至 4,146.14 万元，调减的

9,498.86 万元募集资金投向“数字化保健和消毒抑菌产品生产线技改搬迁及扩产

项目”和“女性生理健康用品生产线数字智能化技改搬迁及扩产项目”。鉴于调

减投资额后该项目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实施进度符合原定计



 

 

划，公司拟结项“仁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本项目尚未支付的少量款项公司将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2、本次“仁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调减募集资金金额并结项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整体研发技术水平及实力均有所提升。公司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及有效的原则，严格管控项目

建设成本费用支出，加强项目建设的管理和监督，并结合自身优势和经验积累，

优化方案，合理降低了项目成本和费用等投资金额。在此背景下，公司将加强整

体协同预算费用能力，统筹整体研发资源安排，提升研发效率，因此基于对募集

资金使用的审慎态度，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与需

求，公司适当调减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同时鉴于该项目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实施进度符合原定计划，公司拟于调减投资后结项“仁和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3、调减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调减的募集资金合计 9,498.86 万元（利息收益的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

日的金额为准），用于投向公司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字化保健和消毒抑菌

产品生产线技改搬迁及扩产项目”和“女性生理健康用品生产线数字智能化技改

搬迁及扩产项目”，新项目顺应了市场对抑菌系列产品不断增长变化需求以及女

性对自身生理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带来的市场机遇，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巩

固和提升行业地位，满足长远发展需要，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三）“仁和智慧医药物流园项目”具体情况 

1、本次“仁和智慧医药物流园项目”变更及延期情况 

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公司对“仁和

智慧医药物流园项目”进行变更调整。在原“仁和智慧医药物流园项目”现有建

设基础上，增加项目建设内容，将物流园项目二期工程并入原募投项目“仁和智



 

 

慧医药物流园项目”，变更后该项目总投资额由 25,529.63 万元调整至 53,886.13 万

元，变更前后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不变，项目建设期由二年延长至三年，公司将

通过使用自有资金投入或者其他方式满足本项目未来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以外

的投资建设资金需求。 

2、本次“仁和智慧医药物流园项目”变更及延期原因 

“仁和智慧医药物流园项目”变更系公司综合考虑当前经济形势、行业发展

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审慎决策，结合市场需求及公司业务规划，在原“智能物流仓

库”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栋高端智能物流分拣中心”的建设内容，本次变更后建

成集有形的园区、无形的商务平台以及产品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电子商务中心，

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3、变更后项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 

仁和智慧医药物流园项目 

（2）实施主体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位于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仁和 863 科技园，健康大道与科创路西北侧，

根据项目运营及工艺设备需要，新建办公楼、辅助楼、智能物流仓库、分拣中心

和水处理车间，建成后作为综合性电子商务物流中心，既可作为公司内部药品中

转站，又能作为第三方物流企业，为樟树市内需要产品运转的企业提供物流平台。 

（4）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53,886.13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3,650.13 万元，建设投资估算

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比例 

1 建筑工程费 24,506.33  45.68% 

2 设备购置费 22,070.28 41.14%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比例 

3 安装工程费 1,103.51 2.06%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447.65 6.43% 

5 预备费 2,522.35  4.70% 

6 建设投资合计 53,650.13  100.00% 

6.1 其中：进项税抵扣额 5,083.87   

（5）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3 年。 

（6）项目审批与环评 

本项目已在樟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完成建设备案；本项目已在宜春市樟树生

态环境局完成环评手续备案。 

（四）新增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1、“数字化保健和消毒抑菌产品生产线技改搬迁及扩产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数字化保健和消毒抑菌产品生产线技改搬迁及扩产项目 

（2）实施主体 

江西三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西吉

安三力制药有限公司持有江西三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90%的股权。募集资金投入

将通过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方式实施。 

（3）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位于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块位于樟树市城北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西四路和清江北二路交叉口东侧，并已取得相应的土地权属

证书。本项目主要生产活络保健类和抑菌消毒类产品，将新建办公楼、研发楼、

车间等建筑，并根据环保要求配套安装废水、废气处理设施。 

（4）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22,288.2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1,362.25 万元。建设投资估算



 

 

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比例 

1 建筑工程费 11,060.00 51.77% 

2 设备购置费 7,172.42 33.58% 

3 安装工程费 377.30 1.77%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762.40 8.25% 

5 预备费 990.13 4.63% 

6 建设投资合计 21,362.25 100.00% 

6.1 其中：进项税抵扣额 1,972.06  

除拟投入募集资金外，本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部分，公司将根据需要以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5）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 

（6）项目审批与环评 

本项目已在樟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完成建设备案；有关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

程中。 

2、“女性生理健康用品生产线数字智能化技改搬迁及扩产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女性生理健康用品生产线数字智能化技改搬迁及扩产项目 

（2）实施主体 

江西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西康

美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持有江西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0%的股权。募集资金投

入将通过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方式实施。 

（3）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地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西四路和清江北

二路交叉口东侧，已取得相应的土地权属证书。本项目拟新建生产车间、仓库、

健康工业游大楼等建筑，将采用公司现有成熟的生产工艺，生产妇炎洁® 雪莲清



 

 

芯净养贴、婧氏牌紧秀水润精华抑菌液等产品。 

（4）投资概算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本项目总投资 20,601.17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9,011.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590.17 万元，无建设期利息。建设投资估算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比例 

1 建筑工程费 6,285.00 33.06% 

2 设备购置费 9,842.00 51.77% 

3 安装工程费 513.10 2.70%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87.69 7.83% 

5 预备费 883.21 4.65% 

6 建设投资合计 19,011.00 100.00% 

6.1 其中：进项税抵扣额 1,867.31  

除拟投入募集资金外，本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部分，公司将根据需要以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5）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 

（6）项目审批与环评 

本项目已在樟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完成建设备案；有关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

程中。 

四、风险因素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延期事项是基于当前经济形势、行业前景以

及公司目前经营现状等综合因素做出的募集资金使用的调整。以上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在后续的建设过程中，存在如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行业周期、疫情等原因

导致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等不确定因素影响。此外，如果国家的产业政策发

生重大变更、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或市场拓展不及预期，则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可能存在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公司综合考虑自身需求、

行业趋势和实际经营情况等相关因素，并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募

集资金使用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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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公司抓住市场发展机遇，优化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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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需要。 

六、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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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事项是公司为确保募

集资金有效使用，结合行业未来发展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后作出的审慎分析判断。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

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事项是基于公司整体

发展做出的谨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投资风险，对提高公

司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部

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事项。 

七、保荐机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延期的专项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

变更、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2022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 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事项无

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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