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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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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0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股包销的承销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

币 19.47 元，共计募集资金 77,880.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4,176.00 万元

后的募集资金为 73,704.0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

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

费用 1,166.3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72,537.7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15〕2-6 号）。 

2.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全

部销户。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52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2,694,658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1.73 元，共计募集资金 135,470.15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2,438.46 万元后



的募集资金为 133,031.69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印刷费、申报会

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492.17 万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32,539.52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2-28

号）。 

2.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9年 12月 31日 

余额 

备  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

分行 
697842190 22,000.00 0.00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

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031 25,000.00 0.00 已销户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支行 800202232708013 25,000.00  0.01  活期存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155200000146 25,591.79  2,037.35  活期存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11016661026004 28,000.00 0.00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韶山

路支行 
731904643410998 7,439.90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11017021166003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11017340924007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11016984828008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15000007931488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11017808885000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5000089299932  0.00 已销户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29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30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27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32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28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35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支行 800297575802011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支行 800297569302010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支行 800302591502013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支行 800297665702016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支行 800297567702011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支行 800297683502015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900000290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000000286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100000285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800000287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154700001237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600000288  0.00 

中转户，用于新开

门店费用支付 

  合  计  133,031.69 2,037.36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石

朴英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54 号）核准,本公司向石

朴英、吴晓明、孙伟、索晓梅、上海道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道韩

投资)、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胡海鹰、杭州长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长堤投资)、石家庄老药铺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老药

铺管理)、梁林涛、石家庄新荣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荣管理)、李锡

银、石家庄新弘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弘管理)、苏华、石家庄思行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思行管理)、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智大药房)、刘毅（男）、刘劲松、卢华莉、王海红、杨玉洁、

高俊莲、张海青、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

树平、王静、杜月青、李东升、谢志刚发行 14,111,348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石家

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药房公司)37.35%股权，以及支付现金

78,484.18 万元购买其持有的新兴药房公司 48.96%股权，合计购买其持有新兴药

房公司 86.31%股权。 

2018 年 11 月 6 日，新兴药房公司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本公司

直接持有新兴药房公司 86.31%股权。 

2018 年 11 月 7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本公司发行股

份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4,111,348.00 元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

验〔2018〕2-18 号）。 

本次非公开发行 14,111,348 股股份仅涉及以发行股份购买新兴药房公司股

权，未安排配套融资，不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

在专项账户中存放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本报告附件 1-1。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本报告附件 1-2。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本报告附件 1-3。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方式

的议案》，公司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中各子公司负责实施部分的实施方式由公

司向子公司增资方式变更为以股东借款或银行委托贷款的方式实施，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该议案出具了同意意见。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调整



门店数量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在项目总投资额及总投资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门店数量进行调整，由原门店总数 550 家，增加至不超过

800 家；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期限的完成日期延长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涉及项目实施方式、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门

店数量及实施期限完成日期的变更，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 公司 2016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区域的议案》，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连锁药

店建设项目”在原实施主体及实施区域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以下实施主体和实施

区域：子公司荆州市广生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湖北益丰广生堂医药连

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生堂）在湖北省荆州地区投资建设门店，资金来源为公

司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借款给广生堂，再由广生堂负责实施；子公司韶关市乡亲

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亲药房）在广东省投资建设门店，资金来

源为公司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借款给乡亲药房，再由乡亲药房负责实施。 

2. 公司 2018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与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对连锁药店建设项目部分建设内容的实施方式进行调整的议

案》,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连锁药店建设项目”的部分建设内容的实施方式进行

调整。将该项目剩余投资额中的 24,350.00 万元投资额由新建连锁药店实施方式

调整为收购连锁药店方式，相应的将剩余的药店建设计划中的 244 家药店由新建

方式调整为收购方式。本次仅对实施方式进行调整，项目名称、总投资额、门店

总数量保持不变。独立董事、监事会与保荐机构就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安排配套融资，不存在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形。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项目 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

推广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为 9,862.87 万元，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15,000.00 万



元差异 5,137.13 万元，主要系 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广项目尚未实

施完毕。募集资金项目连锁药店建设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为 99,859.79 万元，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110,099.62 万元差异 10,239.83 万元，主要系连锁药店建设项

目尚未实施完毕。收购苏州粤海 100%股权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

异。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安排配套融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

额不存在差异。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1。对照表中

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补充流动资金等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主要是保证公司正常

的运营，同时配套其他相关项目的流动资金需求，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

明 

公司新开业的门店市场培育期一般为一至两年，在培育期，由于促销费等费

用投入较大，一般会影响门店利润；另一方面，由于筹办期间开办费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减少了新开门店开办期间的利润。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2。对照表中实现效

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投项目中“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广项目”无法单独核算

效益，该项目主要目的为：将以公司目前 600 多万会员客户为核心，通过建立健

全会员的健康档案管理，满足会员的在线健康咨询、轻问诊、慢病管理、病友交

流等方面的需求。同时，通过对会员交易全过程的相关数据分析建立大数据体系，

对会员进行精准服务，指导其从用药、养生、生活习惯等多方面进行健康管理，

提高会员的在线体验。随着项目的逐步实施，公司将在同行业竞争中形成独特优

势，增强顾客的信赖度，获得更多的忠诚会员，进一步增加会员的消费频次，提

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效益中，无法单独核

算。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

明 

除 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广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外，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

以上的情况。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3，对

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

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

（含 20%）以上的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 新兴药房公司 86.31%股权权属变更情况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购买新兴药房公司，2018 年 11 月 6 日，该等

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新兴药房公司成为公司的子公司。 

(二) 新兴药房公司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11月 6日 

（第二次股权交割日） 

2018年 8月 15日 

（第一次股权交割日） 

2018年 3月 31日 

（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额 80,879.67 78,982.46  88,972.90  

负债总额 37,697.34 36,956.68  46,035.33  

净资产 43,182.33 42,025.77  42,937.57  

续上表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7,402.18 89,842.09 

负债总额 43,421.27 44,583.52 

净资产 53,980.91 45,258.57 

(三) 新兴药房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新兴药房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连锁销售，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经营情况正常。 

(四) 新兴药房公司效益贡献情况 

2018 年度, 新兴药房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05,303.5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91.13 万元；2019 年度, 新兴药房公司实现销售

收入 116,644.3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43.41

万元。 

(五) 新兴药房公司盈利预测情况 

新兴药房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24,900万元，具体如下：

2018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6,500 万元，2019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8,450 万元，2020

年净利润不低于 9,950 万元。净利润指标的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六)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承诺背景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发 行 股 份

购买资产-

股份锁定 

石朴英、吴晓明、孙

伟、索晓梅、道韩投

资、尹国英、陈玉强、

田红霞、胡海鹰、长

堤投资、老药铺管理、

梁林涛、新荣管理、

李锡银、新弘管理、

苏华、思行管理、中

智大药房、刘毅（男）、

刘劲松、卢华莉、王

海红、杨玉洁、高俊

莲、张海青、李媛、

郭锋、刘毅（女）、白

冰、谷随霞、姚鑫、

包芳芳、崔树平、王

静、杜月青、李东升、

谢志刚 

股份锁定与解锁承诺：石朴英、孙伟、索晓梅、尹国

英、陈玉强、田红霞、胡海鹰、老药铺管理、梁林涛、

新荣管理、新弘管理、苏华、张海青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的益丰药房股份的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李锡银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益丰药房

88,965 股股份、李东升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

的益丰药房 899 股股份、谢志刚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

股权认购的益丰药房 90 股股份的锁定期为自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 

吴晓明、中智大药房、刘毅（男）、刘劲松、卢华莉、

王海红、杨玉洁、高俊莲、李媛、郭锋、刘毅（女）、

白冰、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树平、王静、杜月

青、思行管理及道韩投资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益丰药

房股份的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李锡银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益丰药房

291,446 股股份、李东升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

购的益丰药房 2,941 股股份、谢志刚以其持有的新兴

药房股权认购的益丰药房 292 股股份（包括在股份锁

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

生取得的股份）的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严格履行 

发 行 股 份

购买资产-

业绩承诺 

石朴英、孙伟、索晓

梅、尹国英、陈玉强、

胡海鹰、梁林涛、苏

华 

新兴药房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24,900万元，具体如下：2018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6,500

万元，2019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8,450 万元，2020 年净

利润不低于 9,950 万元。净利润指标的公司合并报表

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承诺期标的公司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净利

润承诺数 90%的，则承诺选择以现金或是股份进行补

偿。 

履行中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5 年 3 月 17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

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2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标的为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低

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 

2015 年度、2016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收益分别为

652.37 万元、79.74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余额为 0。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6 年 8 月 17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理财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其中，1-3 个月的不超过 6 亿元，3-6 个月的不超过 2 亿元，6-12 个月的

不超过 4.5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17 年 10 月 18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理财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其中，

1-3 个月的不超过 2.5 亿元，3-6 个月的不超过 4 亿元，6-12 个月的不超过 6 亿元。

在上述额度内，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18 年 11 月 23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

超过 6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或信

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及进行结构性存款，在额度范围内可滚动使

用，理财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16-2019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收益分别为 549.48

万元、3,543.89 万元、3,678.94 万元和 550.46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 0。  

2.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6 年 10 月 14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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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 20,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生产经营活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 2016 年度、

2017 年度未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018 年 6 月 1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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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超过 25,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于 2018 年 7 月使用了 25,000 万元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 6 月，公司按时归还了 25,000 万元至募集资金账户。 

2018 年 10 月 2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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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使用了 6,600 万元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提前归还了 5,600 万元至募集资金

账户；2019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提前归还了 1,000 万元至募集资金账户。 

2019 年 6 月 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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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不超过 25,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在按时归还了上次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后，于 2019 年 6 月使用了 25,0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 12 月 2 日，公司提前归还了 3,000 万元至募集资金账户。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安排配套融资，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形。 

九、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117,162.56 万元；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2,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及

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8,488.8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2,037.36 万元。公司剩余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募投项目 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



设及运营推广项目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建设，以及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71.60

万元。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 14,111,348 股股份仅涉及以发行股份购买新兴药房公司股

权，未安排配套融资，不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 

十、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附件 1-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2,537.7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3,390.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3,390.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其中：2015 年度：                                          61,803.51 

       2016 年度：                                          11,585.82 

 2017 年度：                                              1.5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注] 

1 
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 
61,037.00  61,037.70  61,890.89 61,037.00  61,037.70  61,890.89 -853.19 2016-8-31 

2 

补充流动资金

等其他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营

运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等其他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营

运资金  

11,500.00  11,500.00  11,500.00 11,500.00  11,500.00  11,500.00   

合  计 72,537.70  72,537.70 73,390.89  72,537.70 72,537.70 73,390.89  -853.19  

[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超过计划投资总额 853.19万元，系募集资金账户收到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用于投入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  



 
 

附件 1-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2,539.5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7,162.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4,35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8.37% 

 

 

 

其中： 2016 年度：                                                       17,950.87 

2017 年度：                                                       18,187.68 

2018 年度：                                                       47,353.33 

2019 年度：                                                       33,670.6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完工

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注 1]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收 购 苏 州 粤 海

100%股权项目 

收购苏州粤海

100%股权项目 
7,439.90 7,439.90 7,439.90 7,439.90 7,439.90 7,439.90  2015-9-30 

2 

O2O 健康云服务

平台建设及运营

推广项目 

O2O健康云服务

平台建设及运

营推广项目 

15,000.00 15,000.00 9,862.87 15,000.00 15,000.00 9,862.87 -5,137.13 
2020-12-31 

[注 2] 

3 
连锁药店建设项

目 

连锁药店建设

项目 
113,030.25 110,099.62 99,859.79 113,030.25 110,099.62 99,859.79 -10,239.83[注 3] 2019-8-31 

合   计 135,470.15 132,539.52 117,162.56 135,470.15 132,539.52 117,162.56 -15,376.96  

[注 1]：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未发生变更，因此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因“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广

项目”为医药电商创新型项目，前期调研时间较长，部分软件信息系统目前仍处于研发、设计、测试与适用阶段，因此进度未达预期；且项目内容相关性较大，与公

司运营全流程、全渠道紧密相关，设计范畴加大，导致项目建设和运营推广延迟。为更好的实施本项目计划，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经审

慎研究，公司决定将“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广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建设完成日期延长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

司根据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及项目实施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投资进度变化，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和实施主体，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 3]：连锁药店建设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为 99,859.79 万元，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110,099.62 万元差异 10,239.83 万元，主要系项目建设进度低于预期，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尚未实施完毕。 

  



 
 

附件 1-3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8年 11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874.4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9,874.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9,874.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8年：                                              59,874.4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注]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购买新兴药房

37.35%股权 

购买新兴药

房 37.35%股

权 

59,874.45 59,874.45 59,874.45 59,874.45 59,874.45 59,874.45  
2018年 11

月 6日 

合  计 59,874.45 59,874.45 59,874.45 59,874.45 59,874.45 59,874.45   

[注]：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以股权变更登记在本公司名下的日期填列。 

 

 

 

 



 
 

附件 2-1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5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四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不适用  1,465.81 8,754.37  11,981.83  16,759.62  38,961.63 [注] 

2 
补充流动资金等其他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期建成后，预计年均实现销售收入 83,121.58 万元，年均实现净利润 6,469.45 万元；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二期建成后，预计年均实现销售收入 80,232.89 万元，年均实现净利润 5,999.44 万元。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期 2016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61,161.62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4,324.88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二期 2016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54,393.62 万

元，实现税后净利润-2,859.07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期 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71,001.16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6,742.60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二期 2017 年

实现销售收入 76,717.42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2,011.77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期 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75,434.98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7,085.28 万元；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二期 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89,296.73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4,896.55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期 2019 年实现销售收入 83,565.94 万元，实现税后净

利润 7,824.75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二期 2019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7,835.17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8,934.87 万元。 

根据公司历史开店数据显示，新开业的门店市场培育期一般为一至两年。在培育期，一方面由于筹办期间开办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一般会影响门店利润；另一

方面，由于促销费等费用投入较大，也减少了新开门店开办期间的利润。新开门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培育后，逐步进入业务成长期后，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附件 2-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四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 
收购苏州粤海 100%股权

项目 
不适用 3,160.03 810.42 850.65 758.00 798.16 3,473.22 是 

2 
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

设及运营推广项目 
不适用 [注]     不适用 不适用 

3 连锁药店建设项目 不适用 -8,518.11 -845.57 -3,815.28 -582.68 1,317.17 -3,926.36 是 

[注]：该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无法直接测算。本项目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扩大公司的影响力，增强会员用户粘性，为公司增加大量客流，促进公司销

售收入的提升，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附件 2-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8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实际效益[注 1]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8年 2019年 

1 
购买新兴药房

37.35%股权 
 不适用 6,500.00 8,450.00 9,950.00 6,391.13 9,343.41 15,734.54 [注 2] 

合 计  6,500.00 8,450.00 9,950.00 6,391.13 9,343.41 15,734.54  

[注 1]：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新兴药房公司 37.35%股权，支付现金购买新兴药房公司 48.96%的股权,合计购买新兴药房公司 86.31%股权,

上述实际效益数据指新兴药房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注 2]：新兴药房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具体如下：2018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6,500万元，2019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8,450万元，2020

年净利润不低于 9,950万元。2018年度, 新兴药房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391.13万元，低于业绩承诺 108.87

万元；2019年度，新兴药房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343.41万元，超过业绩承诺 893.41万元。新兴药房公司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累计实现效益达到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