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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330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主办券商：中金公司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变更 2015 年、2016 年第一次和第三次 

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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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2015 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15年12月27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发行普通股 551.25 万股，募集资金

349,988,625.00 元。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出具会验字【2015】4134 号《验资报告》，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收到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函【2016】352 号《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为 JS001 临床研究及吴江产业化基地建设及试运行。 

（二）2016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16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君

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发行普通股 393.75 万股，

2016 年 3 月 2 日，公司实施每 10 股转增 150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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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数量调整为 6,3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49,991,875.00 元。华普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3 月 7 日出具会验字【2016】1203 号《验

资报告》，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函

【2016】3915 号《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

的函》。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为 JS002、JS003 和 UBP1213 临

床研究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16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 2016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变更后的

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为 JS001、JS002、JS003 和 UBP1213 临床研究及补充流动资

金。 

（三）2016 年第三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16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2016 年第三次）（修订稿）

的议案》，发行普通股 4,090 万股，募集资金 368,100,000.00 元。华普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9 月 18 日出具会验字【2016】4510 号《验

资报告》，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

函【2016】7788 号《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

记的函》。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为 JS001 和 UBP1211 临床研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变更 2016 年第三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为

JS001、UBP1211 临床研究、上海临港产业化基地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二、 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拟部分变更 2015 年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用于 JS00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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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临床研究 

经过二年多建设，吴江产业化基地已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该项目通过了苏州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场核查，获得了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

品生产许可证》。现用于生产 PD-1 单抗、TNF-α单抗临床试验制剂，为后续进行

商业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原计划使用 2015 年定向发行募集资金 229,988,625.00

元用于吴江产业化基地建设及试运行，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94,488,625.00 元。拟

将剩余吴江产业化基地建设募集资金 35,500,000.00 元用于 JS001 项目临床研究，

加快 JS001 上市步伐。本次部分变更 2015 年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未偏

离公司的主营业务方向，符合股转系统相关业务规则和《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变更后 2015 年定向发行募集资

金使用用途如下： 

           2015 年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变更后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1 JS001 临床研究 120,000,000.00 155,500,000.00 

2 吴江产业化基地

建设及试运行 
229,988,625.00 194,488,625.00 

合计 - 349,988,625.00 349,988,625.00 

（二）拟部分变更 2016 年第一次、第三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用于吴江产业化基地技改项目建设 

随着公司在研药物 JS001、JS002、UBP1211 和 UBP1213 等项目进入临床试

验、后续产品研发、在研药物商业化生产，吴江产业化基地现有产能已远远不能

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经充分论证，公司拟实施吴江产业化基地技术改造项目，通

过技术改造，该产业化基地产能将提升至年产阿达木及 PD-1 单抗 150 万剂，部

分缓解产能压力。项目总投资 120,000,000.00 元，拟部分变更 2016 年第一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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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行募集资金 UBP1213 临床研究 35,000,000.00 元，2016 年第三次定向发行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0.00 元，合计 75,000,000.00 元用于技改项目，其

余技改资金公司自筹解决。本次部分变更 2016 年第一次、第三次定向发行募集

资金使用用途，未偏离公司的主营业务方向，符合股转系统相关业务规则和《上

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变更后 2016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途、2016 年第三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分别如下： 

2016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变更后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 

1 JS001 临床研究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2 JS002 临床研究 40,000,000.00 40,000,000.00 

3 JS003 临床研究 15,000,000.00 15,000,000.00 

4 UBP1213 临床研

究 
75,000,000.00 40,000,000.00 

5 吴江产业化基地

技术改造项目 
- 35,00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19,991,875.00 19,991,875.00 

合计  249,991,875.00 249,991,875.00 

2016 年第三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变更后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 

1 JS001 临床研究 98,100,000.00 98,100,000.00 

2 UBP1211 临床研

究 
30,000,000.00 30,000,000.00 

3 吴江产业化基地

技术改造项目 
- 40,000,000.00 

4 临港产业化基地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00.00 50,000,000.00 

合计  368,100,000.00 368,100,000.00 

三、 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履行程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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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 2015 年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的议案》、《关于部分变更 2016 年第一次、第三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

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公司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审核意见 

本次部分变更 2015 年、2016 年第一次和第三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不会对公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且有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本次变更事项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

关业务规则，符合《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规定，同意公司部分变更前述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并提交公司 2017 年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 备查文件 

（一）《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决议》。 

（二）《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