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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9－066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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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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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证公字［2013］

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就 2019 年 1-6 月（“本期”）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826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34,711,699 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增加股本人民币

334,711,699.00 元，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 1,625,790,949.00 元。截

至 2016 年 8 月 11 日止，本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34,711,699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23.56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885,807,628.4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2,361,100.11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863,446,528.33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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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711,699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7,528,734,829.33 元。上述募集

资金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 [2016] 第 410605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募集资金发生额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786,344.65 

减：募投项目累计支出(含置换前期自有资金投

入) 
423,928.13 

减：银行手续费支出              1.45  

减：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净额              -    

加：专户及保本理财产品累计利息收入        35,541.86  

截至 2019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97,956.93 

2019 年 1-6 月，本公司及属下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企业实际使

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14,263.69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累

计已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423,928.13 万元（含置换前期自有资金投入），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及附表 2《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州白

云山医药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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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本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前述监管机构的规定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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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锦城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沙面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杨箕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设立了 6 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上述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为确保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规范，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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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属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广州王老吉大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何济公制药厂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杨箕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沙面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沙面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上述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而新增实施主体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和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

云山化学制药厂分别于 2018年 7月 12日和 2018年 9月 25日与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资金用途 银行账号/定期存单 
账户

类别 

账户余额 

（人民币万元）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锦

城支行 

“大南药”研发平

台建设项目 
82090158000000137 活期 146,954.85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沙面支行 

“大南药”生产基

地一期建设项目 
9550880020336100164 活期 89,075.1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锦

城支行 

现代医药物流服务

延伸项目 
82090158000000129 活期 5,489.33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杨箕支行 

渠道建设与品牌建

设项目 
38670188000072161 活期 130,5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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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信息化平台建设项

目 
8110901013000282218 活期 10,858.6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8110901012400282216 活期 9.96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杨箕支行 

渠道建设与品牌建

设项目 
38670188000074881 活期 0.87 

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

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沙面支行 

“大南药”生产基

地一期建设项目 
9550880204644500171 活期 7,915.12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白云

山何济公制药厂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沙面支行 

“大南药”生产基

地一期建设项目 
9550880204652600196 活期 5,572.10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白云

山化学制药厂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锦

城支行 

“大南药”研发平

台建设项目 
82090078801300000189 活期 265.65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白云

山制药总厂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锦

城支行 

“大南药”研发平

台建设项目 
82090078801000000181 活期 1,233.24 

合计       
 

397,956.93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

况 

1、本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14,263.69 万元，累

计已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23,928.13 万元(含置换前期自有资金

投入)，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及附表 2《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大南药”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刚投入建设，因此暂未产生效益；

而“大南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渠道建设与品牌建设项目、信息化平

台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产生的效益均体现在本公司的整体效

益中，该四个项目本期实现的效益无法单独计算；现代医药物流服务延

伸项目已改变使用用途，用于购买“王老吉商标”，产生的效益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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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整体效益中，因此，本期实现的效益也无法单独计算。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募集

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自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91,238.28 万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

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已于 2017 年 1 月 3 日出具

信会师报【2017】第 ZC10002 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本公

司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91,238.28 万元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于 2017 年 2 月 9 日，上述置

换工作已全部完成。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

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召开了 2017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并能有效

保证募集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

万元（含人民币 25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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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安全性高、流动性较好的大额存单或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资

金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26 日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40）、《广

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1）和《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3），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22 日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58）。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召开了 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并

能有效保证募集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万元（含人民币 2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较好的大额存单或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在上述资金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6 日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6）、《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和《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0），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28 日的《广州白云山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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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8）。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取得投资理财收益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2,838.89 万元，正在进行现金

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人民币 0 万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合作方名称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是否

保本 
收益类型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获得

收益 

1 
光大银行广

州分行 

2018 年对公结

构性存款定

制第十二期

产品 333 

60,000 2018.12.25 2019.6.20 是 
保本固定

收益型 
4.15 60,000 1,148.43 

2 
浦发银行广

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利多多

公司

18JG2728 期

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50,000 2018.12.25 2019.6.20 是 
保本保证

收益型 
4.10 50,000 945.49 

3 
交通银行广

东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结构性

存款 175 天 

10,000 2018.12.28 2019.6.21 是 
保本固定

收益型 
4.10 10,000 185.45 

4 
华夏银行广

州大道支行 

慧盈人民币单

位结构性存

款产品 

10,000 2018.12.26 2019.6.20 是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最高 

4.15 
10,000 184.39 

5 
中信银行广

州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3416 期人

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20,000 2018.12.24 2019.6.19 是 

保本浮动

收益、

封闭式

型 

最高 

4.60 
20,000 375.13 

 合计   -      150,000 2,838.89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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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

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的议案》，本次新增全资子公司广州医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广州

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和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采芝林药业”）

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南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中“研发投

入”的第二批新增实施主体，负责公司有关研发项目的开展工作。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意见，同意上述新增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7

日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95）、《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和《广

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关于公司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9），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29

日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 

本公司分别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召开了 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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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本次新增全资子公司采芝林药业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信

息化平台建设项目的第一批新增实施主体。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

荐机构均发表了意见，同意上述新增募集资金实施主体事项。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公告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6 日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和《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关于本公司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8），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28 日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由于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实施进展缓慢，结合公司对信息化建设推

进情况对投资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0.8 亿元

的用途变更为收购控股股东广药集团“王老吉”系列商标项目，变更后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调整为人民币 1.2 亿元；同时，公司将原用于现代医

药物流服务延伸项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 亿元的用途拟变更为收购控

股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王老吉”系列商标项目资金（“该事项”）。

该事项经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公司已对变更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进行重新论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变更上述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用途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7 日、公告编号为 2018-095 和 2018-098 的公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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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告编号为 2019-024 的公告）。具体情况详见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延期的募投项目情况 

本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将“大南药”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信息化平

台建设项目的实施时间分别延期至 2021 年 01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7 日、公告编号

为 2018-095 的公告）。 

除上述以外，本期未有延期的募投项目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

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七、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已经本公司于 2019年 8月 22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批准

报出。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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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6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6,344.65 2019 年 1-6 月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63.6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8,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5,928.1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3.73%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期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大南药”研发

平台建设项目 
否 150,000.00 - 150,000.00 5,430.46 11,126.94  (138,873.06) 7.42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体现在公司整体

效益中 
不适用 否 

“大南药”生产

基地一期建设

项目 

否 100,000.00 - 100,000.00 762.41 4,154.44   (95,845.56) 4.15 
2021年 1月 31 

日 
建设中，暂不适用 

建设中，暂

不适用 
否 

现代医药物流服

务延伸项目 
是 100,000.00 0.00 0.00  -    -         -    - 

2019年 3月 28

日终止 
- - - 

渠道建设与品牌

建设项目 
否 200,000.00 - 200,000.00  -    80,000.78 (119,999.22) 40.00 不适用 

体现在公司整体

效益中 
不适用 否 

信息化平台建设

项目 
是 20,000.00 12,000.00 12,000.00 70.82 2,140.77    (9,859.23) 17.84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体现在公司整体

效益中 
不适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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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否 216,344.65 - 216,344.65   218,505.20    2,160.55 101.00 不适用 
体现在公司整体

效益中 
不适用 否 

合计  786,344.65  678,344.65 6,263.69 315,928.13 (362,416.52) 46.5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大南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包括资产投入和研发投入：（1）“大南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资产投入部分在广药白云山生物医

药与健康研发销售总部项目中实施，因该项目用地正式交付时间比原计划滞后较长，而且项目建设规模和投资大，前期开展可行

性研究时间较长，于 2018 年 6 月底完成立项；同时，工程建设相关审批流程较长，致使项目建设进度较慢。目前，已取得规划设

计方案批复，正在推进单体设计及报建工作，现场进行基础工程施工。（2）研发投入进展缓慢主要原因：首先，公司在 2017 年

重点围绕新增实施主体、理顺募集资金管理及划拨使其达到合理合规的要求来开展工作，直到 2018 年才正式拨付第一笔“大南药”

研发投入募集资金至 2 家新增实施主体；其次，由于受药政法规影响，中药的创新类项目十分有限，化药又更多地聚焦力量在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的研究上，而生物药的投入和风险都非常大，因此公司在遴选“大南药”研发投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上比较谨慎，

均为筛选出的优质项目。为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和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①经公司 2019 年 3月 28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州医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和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大南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中“研发投入”的第二批新增实施主体，负责公司有关研发项目的开展工作。

②目前，第一批实施主体均按计划推进，且因应项目的需求进行第二次注资，第二批实施主体准备签署四方协议和注资的事项。 

2、“大南药”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包括：明兴药业易地改造项目和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何济公制药厂（“何

济公制药厂”）易地改造项目，实施主体分别为明兴药业和何济公制药厂。（1）明兴药业易地改造项目进场后因地质条件复杂，

需要深度勘察以及对施工设计进行相应调整；此外，因国家关于中药注射液制剂政策发生了变化，需对原项目建设计划进行局部

调整。目前项目已完成施工总承包公开招标，正在加快推进建设工作。（2）何济公制药厂易地改造项目的地块内的市政“沙塘涌”

仍未迁移，影响土方平整和工程施工；市政配套道路及相关设施尚未建设完善；政府在拆迁供地方面政策的改变。目前已完成厂

房结构封顶，进行墙体砌筑工程施工。 

3、渠道建设与品牌建设项目本期未有投入募集资金的原因说明：项目实施主体——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本期根据市场情

况实施“控费维价”策略以及对品牌建设策略作相应升级调整，暂缓募集资金的投入，后续将根据升级调整的品牌建设策略加快

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渠道建设与品牌建设项目的可行性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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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因公司数据规模大、数据标准未统一，且信息化项目有周期长、按项目进度分期进行的特殊性，公司信息

化平台建设项目推进进度有所延缓。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由于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实施进展缓慢，结合公司对信息化建设推进情况对投资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0.8

亿元的用途变更为收购控股股东广药集团“王老吉”系列商标项目，变更后计划投入募集资金调整为人民币 1.2 亿元；同时，公

司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建设期延期两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和项目延期已经公司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详见本报告第三节“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第（二）项“募投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的说明。截至 2017 年 2 月 9日，本公司已完成对人民币 91,238.28 万元募集资金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1-6 月，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9 年 1-6 月，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详见本报告第三节“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第（四）

项“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的说明。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19 年 1-6 月，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19 年 1-6 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详见本报告第三节“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第（八）项“募集资金使用的

其他情况”的说明。 

注 1：“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期”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期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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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6 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期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金

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期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收购控股股东广

州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王老

吉”系列商标

项目 

现代医药物流服

务延伸项目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 — — — 否 

信息化平台建设

项目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100 — — — 否 

合计 — 108,000.00 108,000.00 108,000.00 108,000.00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

项目） 
2019 年 1-6 月，公司募投项目的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说明详见本报告第四节“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注：“本期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