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以及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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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 2019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1. 2014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3 年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于俊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
（证监许可〔2014〕354 号）)核准，公司向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24,751,861
股，每股发行价格 16.12 元，募集资金总额 398,999,999.32 元。上述资金由各投资者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之前缴足，由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划入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川华信验（2014）25 号验资报告。
2.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公司 2015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5 年 5 月 22 日召开
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和发行数
量的公告》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5]2656 号文），公司本次实际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A 股股票 151,394,800 股，发行价格为 12.8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937,853,440.00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16 日止，公司已收到由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A 股
股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付的最终配售对象缴付的募集资金
1,907,853,440.00 元(其中最终配售对象缴付的募集资金为 1,937,853,440.00 元，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为 30,000,000.00 元)，款项缴存于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两江
新 区 支 行 开设的 5101010120010007594 账号内。此外，扣除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费用
1,377,358.4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906,476,081.53 元。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四川华信（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川华信验（2015）107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
1. 2014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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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对 2014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实际转入公司募集资金

398,999,999.32

减：支付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现金购买价款

195,220,762.86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项目资金[注 1]

122,328,820.01

直接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58,775,392.67

节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注 2]

25,367,953.17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692,929.39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年末余额

0.00

[注 1] 募集资金到账前，募投项目实施单位子公司山东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山东福尔
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122,328,820.01 元，已经四川华信（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鉴证，并出具“川华信专（2014）307 号”《关于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山东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和“川
华信专（2014）308 号”《关于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福尔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注 2] 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前次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节余资金转基本账户金额以
转账当日余额为准）。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已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5,367,953.17
元。
（2）本期募集资金除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外，未发生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2.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对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实际转入公司募集资金[注 1]

1,907,853,440.00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48,241,616.40

直接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673,155,915.35

投入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475,145,612.28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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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26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2,397,599.35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年末余额

303,447,895.32

[注 1]募集资金总额 1,937,853,440.00 元，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付公司募集
资金时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 30,000,000.00 元。
（2）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户存放情况
如下表：(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账户类别

年末余额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两江分行营业部 （注1）

5101010120010010531

募集资金专户

100,761,586.61

交通银行成都温江柳城支行（注 2）

511601019018817041376

募集资金专户

73,052,633.18

重庆银行高新区支行

330101040038298

募集资金专户

11,632.09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注 3）

8111201013200063148

募集资金专户

129,622,043.44

合

计

303,447,895.32

注 1：该账户含 50,000,000.00 元定期存款；
注 2：该账户含 70,000,000.00 元定期存款；
注 3：该账户含 100,000,000.00 元结构性存款。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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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
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14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及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两江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 ）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报告期，各方严格按照监管协议执行，无违约情形。
2014 年 6 月 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用募集资金向福尔有限和凯盛新材
进行增资，共计增资人民币 20,377.92 万元。其中对福尔有限增资 13,026.59 万元，增加福
尔有限 13,000 万元注册资本，其余 26.59 万元计入福尔有限的资本公积； 对凯盛新材增资
7,351.33 万元， 增加凯盛新材 5,000 万元注册资本，其余 2,351.33 万元计入凯盛新材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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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积。2014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及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尔有限、凯盛新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烟台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淄博淄川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及2015年12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开立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的议案》、《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关于拟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对2015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向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实施了增资，公司、
各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商业银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2017年6月2日，公司、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甲方”）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乙方”）、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2018年1月22日，公司、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德瑞莱茵国际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共
同“甲方”）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分行（
“乙方”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
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将“全渠道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变更为“新建四川明欣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全渠道营销体系建设
项目”的募集资金 2 亿元变更至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用于新建四川明欣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批准该议案。其变更后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新建四川明欣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0,000 万元

实施主体
全资子公司四川明欣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内，该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
2.将“皮肤类疾病互联网医疗平台项目”变更为“新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项目”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皮肤类疾病互联网医
疗平台项目”的募集资金 2 亿元变更至控股子公司北京德瑞莱茵国际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用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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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项目，公司拟将该募集资金专户中收到的利息收入 145.04 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批准该议案。
其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新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项目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0,000 万元

实施主体
控股子公司北京德瑞莱茵国际医
院管理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该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
3.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报告期内，2014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完
毕，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见附件 1。
五、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6年1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7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6年1月27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使用70,000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现行同期贷款利率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3,150万元。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所需流动资金也随之增加，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减少财务
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
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有效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
届满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如
果因项目建设需要提前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总经理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止2017年1月17日，公司已将70,000万元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1月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
元，现金管理的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截止2018年2月2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2018年4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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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在保证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
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6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2018年4月26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止2019年4月1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2019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45,000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9年4月3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9年4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第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现金管理的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上述事项业经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并出具相应的核查意见。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公司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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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
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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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98,999,999.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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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承 变更项目后投
目（含部 诺投资总额 资总额（1）
分变更）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本年度投
累计投入金
入金额（2）
额(3)

截至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
＝(3)/(1)

25,367,991.63
401,692,9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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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承诺投项目
支付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现金购买价款

否

195,220,762.86

195,220,762.86

未承诺

195,220,762.86

100.00%

不适用

山东福尔“2.3-二氯、5-三氟甲
基吡啶装置、污水处理厂、包
装车间及五金仓库、2.4-二氟
二苯甲酮装置、氟化苯装置”
等项目

否

130,265,900.00

130,265,900.00

未承诺

107,180,054.01

82.28%

39,040,451.71

不适用

否

凯盛新材“12000 吨/年芳纶聚
合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项
目

否

73,513,300.00

73,513,300.00

未承诺

73,924,158.67

100.56%

35,363,812.35

不适用

否

25,367,953.17

25,367,953.17

100.00%

74,404,264.06

25,367,991.63

401,692,967.17

—

—

补充流动资金
—
398,999,962.86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25,367,953.17
424,367,954.4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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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无
不适用
无
无
2014 年 11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22,328,820.01 元。该项置换已于 2014 年度内实施完毕。
结余的募集资金：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共节余募集资金
25,367,953.17 元。出现结余的原因：1、在“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装置、污水处理厂、
包装车间及五金仓库、2.4-二氟二苯甲酮装置、氟化苯装置”等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公司
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严格把控采购、
建设环节，有效地控制了成本。2、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不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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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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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更 项 目 后投
诺投资总额
资总额（1）

截至期
末承诺投
入金额

1,906,476,081.5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230,171,068.38

400,000,000.00
20.9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196,543,144.03

本年度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3)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4)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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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项目
华邦医药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
新建四川明欣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
新建北京华生康
复医院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否

1,037,854,100.00

1,037,854,100.00

未承诺

155,217,909.83

587,272,401.72

56.59%

不适用

否

是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未承诺

74,383,158.55

133,555,130.03

66.78%

不适用

否

是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未承诺

570,000.00

570,000.00

0.29%

不适用

否

否

468,621,981.53

468,621,981.53

未承诺

475,145,612.28

101.39%

不适用

不适
用

1,906,476,081.53

1,906,476,081.53

1,196,543,144.03

62.76%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30,171,068.3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详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第四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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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 年 3 月 5 日止，子公司华邦制药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华邦医药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48,241,616.40 元, 其中土地购置费用 47,312,625.00 元，项目建设前期费用
928,991.40 元。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 48,241,616.40 元。该项置换已于 2016 年度内实施完毕。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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