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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8-147 号 

债券简称：15 海正 01 债券代码：122427 

债券简称：16 海正债 债券代码：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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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6 号文核准，公司向 8 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了 125,822,78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 15.80 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1,987,999,987.2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941,497,372.18 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健验〔2014〕

195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万元） 

拟以募集资金投

资额（万元） 

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已投入募集

金额（万元） 

1 
年产 20 亿片固体制剂、4300

万支注射剂技改项目  
81,703.00  76,500.00  48,923.89 

2 抗肿瘤固体制剂技改项目  31,558.00  31,500.00  17,768.14 

3 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151,706.77  86,500.00  87,182.69 

合计 264,967.77 194,500.00 153,874.72 

注：二期生物工程项目由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杭州公司”）

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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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募投项目建设情况： 

1、年产 20 亿片固体制剂、4300 万支注射剂项目 

截至 2018年 11月末累计完成投资 57,406.93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48,923.89

万元。普通口服固体制剂车间、普通冻干注射剂车间已投产，QA/QC大楼已投入使用；

综合制剂仓库进行计算机系统已完成调试验证；其它生产线均已建成，投入试运行，已

完成环保、安全、消防、档案等单项验收。 

2、抗肿瘤固体制剂技改项目 

截至 2018年 11月末累计完成投资 18,206.65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17,768.14

万元。生产车间厂房主体工程已完成，进行内外部装修，关键进口设备进行采购，部分

设备已到货，进行现场安装。废水处理中心土建工程正在打桩。 

3、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已累计完成投资 159,482.12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87,182.69 万元。发酵一、二、三、五、动力一、二、三、菌种分析中心、供热站、综

合仓库一、罐区及泵房、溶媒回收中心、危险品仓库一、二已投入试生产。提取三车间、

发酵二已完成安装、提取一、中试车间已完成 80%以上安装，其他辅助工程如供热设施、

板框中心、污水处理中心等正在安装，项目其他配套工程土建及室外附属工程正在建设

中。 

（三）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情况 

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为 462,730,8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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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正药业母公司募集资金余额（其

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232,730,821.17 元，购买理财产品 100,000,000.00 元，用于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30,000,000.00元）。子公司海正杭州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0元（海

正杭州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注销，详见公司于 2017年 9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披露的《浙江

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二、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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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实施主体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2.3 亿元（含 2.3 亿元且

包含尚未到期的 1.3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结构性存款

以及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国债产品等。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在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前次购买理财产品及收益情况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计划认购

金额（万元） 
起止期限 

取得收益

（元） 

实际年化收

益率 

浦发银行椒江支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公司 17JG0984 期” 
8,000 

2017.7.25 至
2018.1.22 

1,661,333.33 4.2% 

浦发银行椒江支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公司 17JG1978期” 
5,000 

2017.11.23至

2018.2.22 
537,708.33 4.35% 

浦发银行椒江支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公司 18JG250 期” 
8,000 

2018.1.24至

2018.4.24 
920,000.00 4.6% 

浦发银行椒江支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5,000 
2018.2.24至

2018.5.25 
575,069.44 4.55% 

浦发银行椒江支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8,000 
2018.4.25至

2018.7.25 
890,000.00 4.5% 

浦发银行椒江支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5,000 
2018.5.28至

2018.8.27 
574,791.67 4.65% 

浦发银行椒江支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8,000 
2018.7.27至

2018.10.25 
850,666.67 4.35% 

浦发银行椒江支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5,000 
2018.8.29至

2018.11.27 
512,986.11 4.15% 

浦发银行椒江支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5,000 
2018.10.29至

2019.1.27 
尚未到期 

预期年化收

益率 3.95% 



4 

浦发银行椒江支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5,000 
2018.11.28至

2019.2.27 
尚未到期 

预期年化收

益率 4.1% 

已取得收益合计 6,522,555.55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资金来源及投资额度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于募集资金实施主体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

最高额度不超过 1 亿元（含 1 亿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 1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 

（二）投资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产品仅限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投资产品，包括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以及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约

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国债产品等。 

公司不会将该等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

为主要投资标的的投资产品。 

（三）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实施方式 

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

公司财务部具体执行，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的金融机构、明确投资金额、期间、

选择投资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购买的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

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仅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

行的投资产品，包括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以及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国债产品等，风险可控。在投资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

系，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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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

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六、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正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

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意见认

为：海正药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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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海正药

业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 亿元（含 1 亿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 1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

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海正药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无异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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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

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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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

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1 亿元（含 1 亿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 1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投资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 

3、监事会意见 

2018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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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

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1 亿元（含 1 亿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 1 亿元）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投资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