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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2）第 442A003966 号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

公司”）《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

的鉴证业务。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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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2022 年）》的要求编制《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是丽珠集团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

对丽珠集团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2021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工

作中，我们结合丽珠集团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抽查、核对等

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

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丽珠集团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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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 年）》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

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丽珠集团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

使用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 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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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鉴证报告仅供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用途。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恩成 

 

 

张芳 

 

中国·北京 二Ｏ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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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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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2022年）》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6]1524号文《关于核准丽珠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29,098,203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50.10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1,457,819,970.30元，扣除发行费用37,519,603.5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1,420,300,366.77元，于2016年9月2日存入本公司账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9月6日出具瑞华验字[2016]40030019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于2016年9月6日、2016年9月26日将募集资金分别存入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珠海人民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项目 
以前年度使用

金额 

本年度使用金

额 
累计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项目

使用情况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

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 
91,630,488.08 96,129,330.24 187,759,8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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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以前年度使用

金额 

本年度使用金

额 
累计使用金额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

目 
295,160,348.81 72,802,950.09 367,963,298.90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16,853,166.77 0.00 516,853,166.77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 
77,697,002.72 64,592,397.28 142,289,400.00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

车间技改项目 
53,117,302.48 0.00 53,117,302.48 

合  计 1,034,458,308.86 233,524,677.61 1,267,982,986.47 

其他 
其他费用（银行手续费等） 11,488.64 5,962.75 17,451.39 

利息收入 108,698,909.96 16,534,891.65 125,233,801.61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420,300,366.77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267,982,986.47 

减：其他费用（银行手续费等） 17,451.39 

加：利息收入 125,233,801.61 

结存的募集资金余额 277,533,730.52 

其中：存放于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37,533,730.52 

      现金管理 240,000,000.00 

注1：2017年9月19日，本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关于

变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及调整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

化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将原计划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分别用于丽珠集团

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

液车间技改项目、“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丽珠集团丽珠

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 

变更完成后，公司将原已投入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

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退回至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新的募投项目建

设。 

注2：2020年5月25日，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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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更“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子项目及

调整投资计划和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主要投资内容包括艾

普拉唑片、注射用艾普拉唑钠、艾普拉唑光学异构体制剂及艾普拉唑复方制剂

的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8,734.82万元。经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及调整情况为：继续投入募

集资金10,567.90万元用于“艾普拉唑片”及“注射用艾普拉唑钠”，两项目节

余的部分募集资金10,260.00万元用于新增子项目“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

终止子项目“艾普拉唑光学异构体制剂”及“艾普拉唑复方制剂”，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将其结余的募集资金15,437.28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变更“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主要投资建设内容包括临床前研究、临

床研究、购买仪器设备和微球车间建设等。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使

用募集资金投入20,431.30万元。经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及调整情况

为现调整如下：“注射用阿立哌唑缓释微球（14天）”项目名称变更为“注射

用阿立哌唑缓释微球”，投入金额不变，为2,730万元。“注射用醋酸戈舍瑞林

缓释微球（1个月）”项目变更为“醋酸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 投入金额不

变，为3,000万元。终止暂未投建的子项目“注射用奥曲肽缓释微球（3个月）、

注射用NGF缓释微球（14天）、注射用戈那瑞林缓释微球（1个月）”，该三个

子项目原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6,400万元用于投建新的子项目“缓释植入剂车间

建设”。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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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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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年）》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

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制度。公司分别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单

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人民路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本公司、丽珠单抗及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分别与上述银行签署了《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变更及调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原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人民路支行开立的用

于“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于退回原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后予以注销。公司继续使用原已

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放募集资金，并于2017年10月17日，公司、民生

证券已分别与上述银行重新签署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所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支出均须由有

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申请，经部门负责人确认，项目责任人审核后，根据资金

签批权限逐级审批后予以付款。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使用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采购款、厂房建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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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装修费、研发材料购置款等，并于票据到期后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划

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结算账户。 

公司财务部门应当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帐，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

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募

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重大风险或内部审计

部门没有按前款规定提交检查结果报告的，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董事会应

当在收到报告后两个交易日内向深交所报告并公告。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管理不存在违规行为。 

（二）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金额为

37,533,730.52元，以通知存款方式进行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240,000,000.00元，募

集资金合计277,533,730.52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专用账户用途 
存款

方式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
0100270438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

项目 

活期

存款 
19,349,866.9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分行 

200202071910
0613577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

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丽

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

期）、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补

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活期

存款 
18,183,863.5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人民路支

行 

  
七天

通知 
8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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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专用账户用途 
存款

方式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分行 
  

七天

通知 
80,000,0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分行 
  

七天

通知 
80,000,000.00 

合    计    277,533,730.52 

注：2021年5月31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实施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高收益的存

款产品，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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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2,030.0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352.4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6,798.3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8,735.8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8.4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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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1、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

业化升级项目 
是 45,000.00 29,562.72 9,612.93 18,775.98 63.51% 

2024 年 12月 31

日 
- - 否 

2、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

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是 30,600.00 - - - - - - - - 

3、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

迁扩建项目（一期） 
是 - 14,328.94 6,459.24 14,228.94 99.30% 

2021 年 6月 30

日 
- - 否 

4、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

改项目 
是 - 5,311.73 - 5,311.73 100.00% 

2018 年 8月 31

日 
430.75 否 否 

5、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是 30,182.00 41,141.33 7,280.30 36,796.33 89.44% 
2021 年 12月 31

日 
- - 否 

6、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是 36,248.04 51,685.32 - 51,685.32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42,030.04 142,030.04 23,352.47 126,798.30   430.75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 - - - - 

2、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      计 - 142,030.04 142,030.04 23,352.47 126,798.30 - - 430.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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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本公司于 2020年 5月 25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变更“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
目”部分子项目的投资及调整投资计划，本次变更及调整后该项目预计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0 年至 2024 年的预计
分年度投资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0,192.40 万元、4,667.60 万元、1,900.00 万元、2,000.00 万元、2,067.90 万元。因子项目“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
设”建设地点调整，以及“注射用艾普拉唑钠”新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获批时间（2020 年 12 月）晚于预期，导致相应募集资金使用未能达到
预期进度，公司 2020 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428.23 万元。2021 年 3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投资计划的议案》，调整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投资计划，本次调整后该项目尚需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20,399.67万元，预计至 2024年 12月 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来四年的预计分年度投资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1,992.40万元、人民币 5,467.60
万元、人民币 1,600.00万元、人民币 1,339.67万元。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因受医保目录调整、控费及地方性辅助用药等政策的影响，参芪扶正注射液（袋装输液）销
售未达到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16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185.71万元。2017年 1月 4日，公司已将该笔资金自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或进行现金管理，并将继续使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用于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支出但尚未到期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3,170.66万元；已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用于长效

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支出但尚未到期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1,244.53万元。该等款项将于票据到期后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一般结算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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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主要为提高公司综合研发和竞争实力，

不独立产生经济效益。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涉

及增加药品新适应症、新剂型、综合研发及扩产等项目，人员、设备及场地处

于交叉状态，新产品收入和成本费用和原来产品的收入、成本费用无法准确区

分，故该募集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

项目”原实施主体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投资于艾普拉唑系列产

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为确保募投项目的有效实施，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

保证生产质量，持续保持公司的技术优势及市场优势，经本公司2016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

增加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作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2017年9月19日，经本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关于变

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对“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

建设项目”子项目进行调整：①将原子项目“中试车间装修项目”变更为“丽

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并新增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作为实施

主体；②终止临床前研究项目“注射用利培酮缓释微球（1个月）”。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2、“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调整 

2019年5月30日，本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及批准《关于转让涉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相关资产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的议案》，基于公司将“注射用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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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丙瑞林缓释微球（3个月）”项目转让给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并由其继续进

行临床试验、申报生产等相关工作，同意变更“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

目”子项目“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缓释微球（3个月）”，不再使用募集资金投

资该项目，将其结余募集资金3,038.58万元调整至“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

间建设项目”使用，调整后拟使用共计19,431.91万元募集资金投入“丽珠集团

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剩余的车间建设项目投入由公司自筹资金补

足。 

上述“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除子项目投资金额调整以外，其

募集资金仍用于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购买仪器设备和微球车间建设等。本

次对募投项目子项目投资金额的调整不影响本募投项目的整体实施。 

3、“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子项目、“长效

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调整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5月25日，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如下： 

（1）变更“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子项目及

调整投资计划和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主要投资内容原包括

艾普拉唑片、注射用艾普拉唑钠、艾普拉唑光学异构体制剂及艾普拉唑复方制

剂的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8,734.82万元。经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及调整情况为：继续投入

募集资金10,567.90万元用于“艾普拉唑片”及“注射用艾普拉唑钠”，两项目

节余的部分募集资金10,260.00万元用于新增子项目“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

终止子项目“艾普拉唑光学异构体制剂”及“艾普拉唑复方制剂”，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将其结余的募集资金15,437.28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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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主要投资建设内容包括临床前研究、临

床研究、购买仪器设备和微球车间建设等。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使

用募集资金投入20,431.30万元。经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及调整情况

为现调整如下：“注射用阿立哌唑缓释微球（14天）”项目名称变更为“注射

用阿立哌唑缓释微球”，投入金额不变，为2,730万元。“注射用醋酸戈舍瑞林

缓释微球（1个月）”项目变更为“醋酸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投入金额不变，

为3,000万元。终止暂未投建的子项目“注射用奥曲肽缓释微球（3个月）、注射

用NGF缓释微球（14天）、注射用戈那瑞林缓释微球（1个月）”，该三个子项

目原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6,400万元用于投建新的子项目“缓释植入剂车间建

设”。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 

2020年8月25日，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以通过增资方

式将长效缓释微球制剂领域的生产性资产及资金注入全资附属子公司珠海市丽

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丽珠微球公司”），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货币方

式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人民币20,879.211万元，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以其拥有的

微球制剂相关生产性资产（包含其使用募集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并经合资格

评估机构予以评估作价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13,919.474万元，双方共计向丽珠微

球公司增资34,798.685万元。“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本

公司及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变更为本公司及丽珠微球公司，其中子项目“微球

车间建设”和“植入剂车间建设”由丽珠微球公司实施，并负责完成上述项目

尚未完工部分的建设；“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由本公司及丽珠微

球公司共同实施。 

上述“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实施地点及建设内容

未发生实质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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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地点情况 

2020年12月11日，本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计划的议案》，将“艾普拉唑系

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子项目“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实

施地点由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P09建筑一楼调整为珠海市金湾

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P06建筑一楼，建设周期仍为两年，但基于建设地点

的调整，建设周期相应延后，预计最晚2022年12月31日前达到可使用状态；原

已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生产设备将继续留在原建设地点用于公司其他项目，为

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置换上述车间净化装修及购买设

备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共计747.93万元。 

本次调整后，“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投资

总额仍为29,562.72万元，子项目“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投资金额仍为

10,260.00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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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公司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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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 

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

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14,328.94 6,459.24 14,228.94 99.30% 

2021 年 6 月

30 日 
- - 否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

间技改项目 

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

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5,311.73 - 5,311.73 100.00% 

2018 年 8 月

31 日 
430.75 否 否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

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41,141.33 7,280.30 36,796.33 89.44%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 否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

及产业化升级项目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

及产业化升级项目 
29,562.72 9,612.93 18,775.98 63.51%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1,685.32 - 51,685.32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142,030.04 23,352.47 126,798.30   430.75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1、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为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考虑到原募投项目

“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投资建设周期较长，新募投项目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以及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亟需投

建，为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项目的正常开展，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对丽珠单抗增

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将原计划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306,000,000.00元分别用于：①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拟使用 143,289,400.00 元；②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

目，拟使用 53,117,300.00 元；③“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拟使用

109,593,300.00元。 同时对“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进行调整：①将原子项目“中试车间装修项目”变更为“丽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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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并新增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作为实施主体；②终止临床前研究项目“注射用利培酮缓释微球

（1 个月）”。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5、2017-083 ） 

2、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基于公司将“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缓释微球（3个月）”项目转让给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并

由其继续进行临床试验、申报生产等相关工作，后续公司将不再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本项目。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变更“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缓释微球（3 个月）”，不再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

目，将其结余募集资金 3,038.58 万元调整至“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使用，调整后拟使用共计 19,431.91 万元募集

资金投入“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剩余的车间建设项目投入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0、2019-032）。 

根据“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部分子项目的研发进展情况，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该项目作出适当调

整，“注射用阿立哌唑缓释微球（14 天）”项目名称变更为“注射用阿立哌唑缓释微球”，投入金额不变，为 2,730 万元；“注射

用醋酸戈舍瑞林缓释微球（1个月）”项目变更为“醋酸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投入金额不变，为 3,000万元；终止暂未投建的子

项目“注射用奥曲肽缓释微球（3 个月）、注射用 NGF 缓释微球（14 天）、注射用戈那瑞林缓释微球（1 个月）”，该三个子项目

原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 6,400 万元将用于投建新的子项目“缓释植入剂车间建设”。 

为加强公司长效缓释微球制剂领域资源聚合力度，完善研产销一体化长效缓释微球业务平台建设，加速推进长效微球制剂领域的业

务发展，促使公司持续保持长效微球制剂业务在国内市场的领先优势，提升公司在高技术壁垒高端复杂制剂领域的竞争力，经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以通过增资方式将

长效缓释微球制剂领域的生产性资产及资金注入全资附属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丽珠微球公司”），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货币方式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人民币 20,879.211 万元，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以其拥有的微球制剂相关生产性资产（包

含其使用募集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并经合资格评估机构予以评估作价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 13,919.474 万元，双方共计向丽珠微球

公司增资 34,798.685 万元）。“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及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变更为本公司及丽珠微

球公司，其中子项目“微球车间建设”和“植入剂车间建设”由丽珠微球公司实施，并负责完成上述项目尚未完工部分的建设；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由本公司及丽珠微球公司共同实施。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2020-093、2020-120）。 

3、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根据“艾普拉唑片”及“注射用艾普拉唑钠”两子项目产品上市后临床研

究及产业化开发及技改的实际实施情况，鉴于注射用艾普拉唑钠已获批并上市，且已于 2019 年 11 月被纳入国家最新的医保目录，

为满足注射用艾普拉唑钠未来生产销售需要，同时考虑到“艾普拉唑光学异构体制剂”及“艾普拉唑复方制剂”因市场环境发生变

化已暂停研发，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继续投入募集资金 10,567.90 万元用于“艾普拉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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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及“注射用艾普拉唑钠”两子项目，节余的部分募集资金 10,260.00万元将用于新增子项目“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艾普

拉唑光学异构体制剂”及“艾普拉唑复方制剂”的结余资金 15,437.28万元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此外，出于现阶段整体业务发

展的需要，公司对工业园区的布局进行了调整，考虑到注射用艾普拉唑钠销售保持了快速增长，预测未来生产线的发展需要更大的

扩展空间，现有 P09建筑存在一定的制约性，经公司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将“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建设

地点由 P09 建筑转移至 P06 建筑进行投建，以充分保障注射用艾普拉唑钠的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后项目建设周期仍为两年，但基于

建设地点的变更，建设周期相应延后，预计 2022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可使用状态。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2020-12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本公司于 2020年 5月 25日召开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变更“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

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部分子项目的投资及调整投资计划，本次变更及调整后该项目预计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因子项目“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建设地点调整，以及“注射用艾普拉唑钠”新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获批时间（2020 年 12

月）晚于预期，导致相应募集资金使用未能达到预期进度，公司 2020 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428.23 万元。2021 年 3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调整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

项目投资计划，本次调整后该项目尚需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20,399.67万元，预计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来四

年的预计分年度投资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1,992.40万元、人民币 5,467.60万元、人民币 1,600.00万元、人民币 1,339.67 万元。 

2、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因受医保目录调整、控费及地方性辅助用药等政策的影响，参芪扶正注射液（袋

装输液）销售未达到预计收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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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1年度，本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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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年）》有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

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如实地履行了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存放、使用、

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