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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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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发行人、公司、股份公司、海昌药业 指 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章程、公司章程 指 《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股转公司、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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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海昌药业 

证券代码：834402 

法定代表人：张怀义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许丽华 

办公地址：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经济开发区滨河路 

电话：0576-87379129 

传真：0576-87379995 

邮箱：25710516@qq.com 

公司网址：http://www.hichipharm.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年产850吨碘造影剂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

资金，目的是为了充实公司资金实力及支持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增强企业竞争力。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

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

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

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公司章程》对股东优先认购权并无限制性规定。公司在册股东具有优先认

购权，可以选择行使优先认购权利。 

mailto:25710516@qq.com
http://www.hichi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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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册股东应在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前（含当日，下

同）向公司明确表示行使优先认购权或放弃优先认购权。如拟行使优先认购权，

应在公司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前向公司出具《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

的告知函》，并与公司书面确认；如决定放弃优先认购权，亦应在公司召开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前向公司出具《股东放弃股份优先认购权声明》。若在

公司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前，仍未根据前述条款要求明确表示放弃

或行使优先认购权，则视为放弃本次优先认购权。 

2、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其中除公司原在册股东外，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外

部投资者合计不超过35名。 

认购人向公司申报认购数量，由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本次股票发行的目的、

认购人认购数量及公司未来发展等因素确定发行对象及向其发行的股数，并在本

次股票发行方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最终确定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最终确定的发

行对象应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进行认购。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2元。 

本次发行价格将综合考虑宏观环境、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市盈率、

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并与潜在投资者沟通后确定本次发行的最终价格。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1、发行的股票种类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2、发行数量及金额：拟发行不超过150万股，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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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认购超出发行数量上限的，超出

部分无效。 

（五）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2016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了201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及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议案》，公司以

总股本10,55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共计转增

8,440,000股，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送2股，共计转送2,110,000 股，

2016年12月9日，该项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除此之外，公司挂牌以来未发生过其他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形。本次发

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已经充分考虑了上述分红派息情况，因此上述分红、派股事宜

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影响。 

公司预计本次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不会发生

除权、除息情况，无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为

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进行转让。本次股票发行无自愿锁定承诺相关安排。 

（七）募集资金用途 

1、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必要性分析 

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年产850吨碘造影剂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如

下： 

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分配比例 

年产850吨碘造影

剂项目建设 
1,260.00 70% 

补充流动资金 54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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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800.00 100% 

     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理性如下： 

（1）年产 850 吨碘造影剂项目建设 

2016 年 09 月02 日，公司通过玉环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竞拍，取得了坐落

于玉环县滨港工业城二期西部SSM041-0103B地块，土地总面积为49,767.00平方

米，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叁仟伍佰壹拾万元整（¥35,100,000 .00 元）。公司于2016

年12月12日在玉环市滨港工业城二期西部SSM041-0103B地块举行奠基仪式，破土

动工。截至2017年10月31日地下部分土建桩基工作已全部完成，同时地上部分建

筑结构约完成工程总量约70%，计划在2018年01月底完成所有大楼结顶。2018年03

月开始安装设备，公司与国药集团成员企业——国药奇贝德（上海)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合作，整合目前国内工程咨询、设计、工程管理以及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等各

方面力量，并结合医药行业先进平台软件，实施智能工厂系统解决方案，完成数

字化工厂建设暨信息化升级融合，引领行业进步，实现高效绿色智造目标。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1,260万元用于年产850吨碘造影剂项目的建设，

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可获得长期稳定的生产经营场所，改善公司的办公、研发、

生产环境，扩大产能，为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基础。 

（2）补充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测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考虑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

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2017年、2018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

具体来说，流动资金的测算方法如下：  

A、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 +存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票据+预收账款； 

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B、确定需要营运资金总量：  

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占销售百分比；  

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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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  

预计资金占用额=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  

预计流动资金需求=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2）流动资金需求假设条件  

伴随着新产品和市场的开发，公司管理层预计2017、2018年营业收入均可实

现30%的增长率。 

（3）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情况如下： 

本次测算以 2016 年财务数据作为基数，2017、2018 年为预测期，根据流动资

金测算方法和上述假设条件，测算过程如下： 

公司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3,435.49 万元（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根据

公司管理层预计 2017、2018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为 30%，据此计算出 2017、2018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4,466.14 万元、5,805.98 万元。 

单位：万元 

项  目 
实际值 预测值 

2016 年 占比 2017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3,435.49 - 4,466.14 5,805.98 

货币资金 433.94 12.63% 564.07 733.30  

应收票据 167.49 4.88% 217.95 283.33  

应收账款 1,334.42 38.84% 1734.65 2,255.04  

预付账款 25.55 0.74% 33.05 42.96  

存货 1,288.47 37.50% 1674.8 2,177.24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3,249.87 94.59% 4,224.52 5,491.87  

应付账款 1,145.68 33.35% 1489.46 1,936.29  

预收账款 0 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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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81.93 2.38% 106.29 138.18  

应交税费 214.7 6.25% 279.13 362.87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1,442.31 41.98% 1,874.88 2,437.34  

流动资金占用 1,807.56 - 2,349.64 3,054.53  

补充流动资金 - - 542.08  704.89  

（注：上述预测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不代表公司对未来收入、业绩的承

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

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54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根据测算结果，公司2017年、

2018年流动资金缺口合计1,246.97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未超过资金的实际需求量，

除本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对流动资金进行补充外，公司也计划通过增加银行授信、

应收账款回款等方式对流动资金进行补充。 

2、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2015年11月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于2016年10

月完成前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1,045.00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玉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与主办券商浙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玉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 

该次募集资金 10,450,000.00万元的 50%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利于优

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另50%用于购置土地，建造新

厂房，扩大产能。 截至2017年11月29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10,450,000.00 

二、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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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含手续费支出） 10,454,597.03 

其中：日常经常性支出 458,940.48 

支付货款 2,770,656.55 

归还经营用临时借款 2,000,000.00 

购置土地 5,225,000.00 

四、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4,597.03 

五、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0.00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与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的用途

一致，不存在擅自变更或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不存在控制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上述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募集资

金也没有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

等财务性投资，没有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不存

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的情况。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

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的相关事项 

1、审议《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议案》 

3、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东人数不超过200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公司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备案，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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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

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张怀义，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

没有发生变化。 

2、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说明相关资产占公司最近一年期

末总资产、净资产的比重；相关资产注入是否导致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的增加，

是否导致新增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本次股票发行，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3、本次股票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财务状况更趋稳健，

将为公司带来积极影响。同时，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年产850吨碘造影剂项目建设

及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充实公司资金实力及支持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增强企业竞争力，

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对其它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

东权益有积极的影响。 

4、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2、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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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 

4、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 

项目经办人：李健 

电话（Tel）：0571-87902161 

传真（Fax）：0571-87903900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 

住所：杭州市城星路111号钱江国际时代广场2幢14层 

    经办律师：游弋、邹泽兵 

电话（Tel）：0571－85176093 

传真（Fax）：0571－85084316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经办会计师：陈中江、盛燕玲 

电话（Tel）： 0571-88216810 

传真（Fax）： 0571-88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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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张怀义：                刘颖平：               黄春雷： 

 

叶鲁丁：                王立峰： 

 

全体监事签字： 

屠季纲：                 方兴东：               林远军： 

 

全体高级人员签字： 

张怀义：                 刘颖平：               许丽华： 

  

                                             

 

 

 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