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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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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位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842号”《关于核准上海润达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600,000.00股，

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17.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1,2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40,144,224.1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1,055,775.88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5月22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114134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

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83号”《关于核准上海润达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自然

人刘辉、自然人朱文怡、东营东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九江昊诚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国金润达惠员工持股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五名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9,862,874.00股新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



股发行价格为 28.80 元。根据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参加对象应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根据公司付款指示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未按缴款时间足额缴款的，自动丧失认购员工持股计划未缴足

份额的权利”，截至2016年11月10日止，国金润达惠员工持股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认购股数由原2,330,445.00股调整为2,052,000.00股，故本公司实施上述非公开

发行 A 股后，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9,584,429.00股，募集资金总额

1,140,031,555.2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31,419,269.66元（含税金

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08,612,285.54元，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1月11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115916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时间 募集资金专户发生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27,855,068.17 

减：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投项目支出 69,501,107.57 

减：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0.00 

加：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专户利息收入 486,839.14 

加：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2,500,000.00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1,340,799.74 

（2）募集资金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项目支出明细如下： 

项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万

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金额 

2015 年度使用

募集资金

（2015 年 5 月

23 日至 2015

年 12月 31日） 

本期使用募

集资金（2016

年 1月 1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 

占募集资

金计划投

入金额的

比重（%） 

综合服务扩

容及信息管

理平台升级

改造项目 

25,829.48 127,094,100.00 73,791,548.57 40,474,296.08 241,359,944.65 93.44  

自有体外诊

断产品扩产

项目 

7,946.27 11,083,800.00 24,937,945.00 24,244,214.00 60,265,959.00 75.84  

研发实验室

建设项目 
2,335.94 5,001,200.00 7,767,637.00 4,782,597.49 17,551,434.49 75.14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时间 募集资金专户发生情况 

募集资金金额 1,108,612,285.54 

加：募投专户利息收入 172,234.83 

减：补充流动资金 1,108,623,972.21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160,548.16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公司于2015年7月

制定了《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

确的规定。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要求，

公司（含公司之子公司）、国金证券已分别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监管协议》”）。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国金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国金证券于2016年11月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农商银行山阳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关于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银行

小计 36,111.69 143,179,100.00 106,497,130.57 69,501,107.57 319,177,338.14 88.39  



账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项目 

平安银行上海分

行长风支行 

1101476363803

0 
258,233,675.88 229,120.32 

综合服务扩容及

信息管理平台升

级改造项目 

平安银行上海分

行花木支行 

1101476536000

2 
79,462,700.00 781,591.16 

自有体外诊断产

品扩产项目 

杭州银行上海浦

东支行 

3101040160000

179538 
23,359,400.00 330,088.26 

研发实验室建设

项目 

合 计   361,055,775.88 1,340,799.74   

 

2、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

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营业部 
698716061 400,000,000.00 40,000.00 

上海农商银行山阳支行 50131000577040409 100,000,000.00 0.00 

浙商银行上海陆家嘴支

行 

290000021012010007716

6 
108,612,285.54 11,615.48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03010120210024200 500,000,000.00 108,932.68 

合 计   1,108,612,285.54 160,548.16 

 

三、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6月11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全票通过《关于审议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4,317.91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上述预先投入金额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



第114312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润达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

意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8月5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8,5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上述资金已于2016年7月1

日前足额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2016 年 7 月 8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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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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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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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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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五、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

集资金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 2016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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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订）》（上证公

字［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募集资金 2016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八、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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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况。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 

3、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月 28日 



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6,105.5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50.1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917.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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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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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服务扩容

及信息管理平

台升级改造项

目 

无 25,829.48 25,829.48 25,829.48 4,047.43 24,135.99 -1,693.49 93.44 注 1 注 1 注 1 否 

自有体外诊断

产品扩产项目 
无 7,946.27 7,946.27 7,946.27 2,424.42 6,026.60 -1,919.67 75.84 注 2 注 2 注 2 否 

研发实验室建

设项目 

无 2,335.94 2,335.94 2,335.94 478.26 1,755.14 -580.80 75.14 注 3 

旨在提升公司整体研发

能力和竞争力，以促进

公司整体经营效益的提

升，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否 

合计  36,111.69 36,111.69 36,111.69 6,950.11 31,917.73 -4,193.96 88.39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 年 6 月 11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4,317.91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并由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4312 号《关于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6 年 7 月 8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自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募集资金

的使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使用前次募集资金 4,15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从研发实验室

建设项目（杭州银行上海浦东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650 万元，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至杭

州银行上海浦东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100 万元；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从自有体外诊断产品扩产项目（平安银行上海

分行花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2,850 万元，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2016 年 12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2 日、

2016 年 12 月 28 日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至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花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300 万元、200 万元、400 万元、

100 万元，合计归还 1,000 万元；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从综合服务扩容及信息管理平台升级改造项目（平安银行上海

分行长风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2,500 万元，分别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2016 年 10 月 26 日、2016 年 11 月 21 日、

2016 年 12 月 21 日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至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花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250 万元、100 万元、100 万元、

300 万元，合计归还 750 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无  

注 1：综合服务扩容及信息管理平台升级改造项目的项目建设内容为服务网络建设、增加产品投放、物流中心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项目建设期

为 3 年，计划投入金额为 25,829.48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24,135.99 万元，项目资金投入进度为 93.44%，其中：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和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增加产品投放项目开始陆续采购仪器用于扩充产品投放，采购试剂用于销售；信息化管理系统

项目也已陆续进行投资，目前本公司与主要子公司已完成 SAP 系统的上线。本项目在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39,291.50 万元，税后净利润 4,435.41 万元，

目前尚未达产，2016 年的项目销售收入为 25,667.44 万元。 

注 2：自有体外诊断产品扩产项目系拟在自有土地上新建厂房，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和设备更新，扩建公司体外诊断仪器和试剂生产项目，项目建设

期为 1.5 年，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土建工程和生产设备，计划投入金额为 7,946.27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6,026.60

万元，项目资金投入进度为 75.84%，该项目坐落于金山区山阳镇，已于 2014 年 9 月开始建造，募集资金相关支出主要为厂房建设、装修支出及少部分

设备采购支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厂房已竣工，尚在装修中，尚未投入生产使用。本项目在达产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18,117.08 万元，年均净

利润 4,166.88 万元，目前尚未达产。 

注 3：研发实验室建设项目的研究项目主要包括 MQ-5000 高压液相糖化血红蛋白（包括地中海贫血）检测分析仪及配套试剂、MB-3200 和 MB-4000

血气分析仪及配套电极和试剂、生化试剂等，项目建设期为 2 年，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土建工程和研发设备，计划投入金额为 2,335.94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1,755.14 万元，项目资金投入进度为 75.14%，该项目坐落于金山区山阳镇，已于 2014 年 9 月开始建造，

募集资金相关支出主要为研发实验室建设、装修支出及少部分设备采购支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研发实验室已竣工，部分楼层尚在装修中，尚

未投入研发使用。 

 

 

 

 

 

 



附表 2：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0,861.2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0,861.2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0,861.2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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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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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流

动资金 
无 

 

110,861.23  

 

110,861.23  
 110,861.23  

 

110,861.23  
 110,861.23   100% 注 注 注 否 

合计  110,861.23 110,861.23 110,861.23 110,861.23 110,861.23  10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无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预计实现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