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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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

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

资>的通知》（以下简称“问答（三）”）的有关规定,编制 2017 年年度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5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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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向 8 名投资

者发行 551.25 万股股份，发行价格为 63.4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49,988,625.00 元。2015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披露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2015 年

12 月 30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华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会验字【2015】4134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15 年 12 月 29 日，本

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349,988,625.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660,377.3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9,328,247.6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

民币 5,512,5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人民币 343,815,747.65 元。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收到股转系统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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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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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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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 2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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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一次）的议

案》，拟向 5 名投资者发行 393.75 万股股份，发行价格为 63.49 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1,875.00 元。由于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

转增 150 股），本次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为 6,300

万股，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3.97 元/股。2016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2016 年 3 月 2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认购公告》（修订稿）。2016 年 3 月 7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会验字【2016】1203 号《验资报告》，

审验：截至 2016 年 3 月 7 日，本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249,991,875.00 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66,037.7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9,725,837.27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63,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人民

币 186,725,837.27 元。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收到股转系统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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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6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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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二次）的议

案》，拟向 4 名投资者发行 510 万股股份，发行价格为 6.00 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30,600,000.00 元。2016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披露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2016 年第

二次）认购公告》。2016 年 6 月 16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会验字【2016】3917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

至 2016 年 6 月 16 日，本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30,600,000.00 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66,037.7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433,962.27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1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人民币 25,333,962.27

元。 



公告编号：2018-050 

3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4 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6】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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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16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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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三次）的议

案》，拟向 11 名投资者发行 4,090 万股股份，发行价格为 9.00 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368,100,000.00 元。2016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2016

年第三次）认购公告》。2016 年 9 月 18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了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会验字【2016】4510 号《验资报告》，审

验：截至 2016 年 8 月 26 日，本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368,100,000.00 元，扣

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66,037.73 元（含税金额 282,000.00 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7,818,000.0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40,900,000.00 元，

计入资本公积金人民币 326,933,962.27 元。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收到股转系统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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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16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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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四次）

的议案》，拟向 4 名投资者发行 3,475 万股股份，发行价格为 9.20 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9,700,000.00 元。2017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2017 年 2 月 15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2016 年第四次）认购公告》。2017 年 5 月 23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会验字【2017】1162 号《验

资报告》，审验：截至 2017 年 2 月 24 日，本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319,7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66,037.73 元（含税金额

7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9,630,000.0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

民币 34,75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人民币 284,883,962.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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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7】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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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未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之“一、原则性规定”之“（四）募

集资金使用：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

金。”的规定。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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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及 “问答（三）”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规范性文件要求，本公司募集资金已

经实行专户存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 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兴业银行武汉水果

湖支行 
*******77777 15,582.37 2015 年股票发行 

CITIBANK N.A. *******99102 110,398,721.70 拓普艾莱存款 

中国银行上海自贸

试验区分行 
*******04831 22,657,737.33 

2016 年第一次股

票发行 

兴业银行武汉水果

湖支行 
*******88888 25,826.36 

2016 年第三次股

票发行 

中国银行上海自贸

试验区分行 
*******65807  12,850,000.00  

2016 年第三次股

票发行 

上海银行浦东分行 *******81997 30,610,706.84 
2016 年第四次股

票发行 

中国银行上海自贸

试验区分行 
*******33427 13,503,773.75 

2016 年第四次股

票发行 

注 1：拓普艾莱为公司美国全资子公司拓普艾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简称； 

注 2：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监管银行于 2017 年 5 月 9

日由兴业银行武汉水果湖支行变更为中国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注 3：中国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65807 和*******33427 账户为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款账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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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和“问答（三）”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2016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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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根据“问答（三）”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2017 年 7 月 14 日召

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议案》。 

按照相关规定，2016 年 9 月公司与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武汉

水果湖支行签订了 2015 年股票发行、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和 2016 年第三次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12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6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华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2017 年 1 月 13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对主办券商和挂牌公司协商一致解除持续督导协议无异议

的函》，相关协议自该函出具之日起生效。据此，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兴业银行武汉水果湖支行签订了 2015 年股票发行、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

行和 2016 年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 年 3 月 2 日，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浦东分行

签订了 2016 年第四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6 年第一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按照相关要求，公司与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了 2016 年第一次股票

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对于募集资金的使用，公司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审批制度，按照股票发

行方案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保证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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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7 年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投入相关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101,506,562.54 元，各项目投入的实际情况详见附表 1、附表 2、附表 3、附表

4、附表 5。补充流动资金 61,207,458.68 元，详见附表 2、附表 3、附表 4。 

附表 1： 

2015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 元 

募集资金净额 349,328,247.65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305,764,676.50 

募集资金利息 304,732.92 

小计 349,632,980.57 募集资金结余 43,868,304.07 

募集资金使用明细 

募投项目名称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备注 

一、JS001 临床研究 111,276,051.50  - 

二、吴江产业化基地 194,488,625.00  - 

合计 305,764,676.50 - 

募集资金结余明细 

名称 金额 备注 

专项账户存款 15,582.37 - 

拓普艾莱存款 43,852,721.70 - 

合计 43,868,304.07 - 

 

附表 2：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 元 

募集资金净额 249,725,837.27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234,670,398.19 

募集资金利息 7,602,298.25 

小计 257,328,135.52 募集资金结余 22,657,737.33 

募集资金使用明细 

募投项目名称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备注 

一、JS001 临床研究 100,000,000.00 - 

二、JS002 临床研究 40,000,000.00 - 

三、JS003 临床前研究 15,000,000.00 - 

四、UBP1213 临床研究 24,678,52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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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吴江产业化基地技术改

造项目 35,000,000.00 

 

六、补充流动资金 19,991,875.00  

合计 234,670,398.19 - 

募集资金结余明细 

名称 金额 备注 

专项账户存款 22,657,737.33 - 

合计 22,657,737.33 - 

 

附表 3： 

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 元 

募集资金净额 
30,433,962.27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30,433,962.27 

募集资金利息 - 补充营运资金 30,433,962.27 

小计 30,433,962.27 募集资金结余 0.00 

 

附表 4： 

2016 年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 元 

募集资金净额 367,818,000.00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294,404,458.99 

募集资金利息 2,969,962.97  

小计 370,787,962.97 募集资金结余 76,383,503.98  

募集资金使用明细 

募投项目名称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备注 

一、JS001 临床研究 76,472,837.58 - 

二、UBP1211 临床研究 30,000,000.00 - 

三、上海临港产业化基地 137,150,000.00 - 

四、吴江产业化基地技术

改造项目 
40,000,000.00 

 

五、补充流动资金 10,781,621.41  

合计 294,404,458.99 - 

募集资金结余明细 

名称 金额 备注 

专项账户存款 25,826.36 - 

购汇保证金 26,961,677.62 - 

君实工程账户存款 12,850,000.00 - 

拓普艾莱存款 36,546,000.00  

合计 76,383,50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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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16 年第四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319,630,000.00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236,233,066.59 

募集资金利息 3,717,547.18 

小计 323,347,547.18    募集资金结余 87,114,480.59  

募集资金使用明细 

募投项目名称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备注 

一、JS001 临床研究 29,700,000.00  - 

二、JS002 临床研究 11,930,294.61  - 

三、UBP1211 临床研究 20,000,000.00  - 

四、UBP1213 临床研究 1,106,545.73  - 

五、上海临港产业化基地 173,496,226.25  - 

合计 236,233,066.59  - 

募集资金结余明细 

名称 金额 备注 

专项账户存款 30,610,706.84  - 

君实工程账户存款 13,503,773.75  - 

君实工程保本理财 13,000,000.00  

       拓普艾莱存款 30,000,000.00  

合计 87,114,480.59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均未发

生变更情况。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去向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余额为 119,625,304.27

元，美元 16,546,271.65 元（折合人民币为 110,398,721.70 元），合计人民币

230,024,025.97 元。具体去向如下： 

1、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款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表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兴业银行武汉水果湖支行 *******77777 15,582.37 

中国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04831 22,657,737.33 

兴业银行武汉水果湖支行 *******88888 25,826.36 

上海银行浦东分行 *******81997 30,610,706.84 

合计 - 53,309,8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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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全资子公司拓普艾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款 

2017 年 12 月 31 日拓普艾莱募集资金账户余额表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美元 折合人民币 

CITIBANK N.A. *******99102 16,546,271.65 110,398,721.70 

合计 - 16,546,271.65 110,398,721.7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投入募集资金美元 28,000,000.00 元用于 JS001

临床研究，已累计使用美元 11,453,728.35 元，剩余美元 16,546,271.65 元,折合人

民币 110,398,721.70 元。 

3、远期购汇保证金 

为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进行了一笔美元远期购汇交易，

保证金金额人民币 26,961,677.62 元，可在未来 18 个月以约定汇率购汇，用于拓

普艾莱 JS001 临床研究。 

4、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款及保本理财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款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 

中国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65807  12,850,000.00  

中国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33427  13,503,773.75  

合计 -  26,353,773.75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明细表 

                  单位： 元                

产品名称 年化收益率 风险评级 起讫日期 购买金额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放 
2.78% 低风险* 2017.12.27-2018.1.9 13,000,000.00 

合计 - - - 13,000,000.00  

为了提高资金收益，在不影响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暂时未使用的闲置

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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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

未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公司亦不存在其他与主

营业务无关的投资行为。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 2016 年第三次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2016 年 12 月 7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披露了《关于部分变更 2016 年第三次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如下表： 

2016 年第三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募集资金额度 变更后募集资金额度 

1 JS001 临床研究 26,810 9,810 

2 UBP1211 临床研究 10,000 3,000 

3 上海临港产业化基地 - 15,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 9,000 

合计 36,810 36,810 

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4。 

（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 2016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

《关于部分变更 2016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如下表： 

2016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对照表 

               单位：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募集资金额度 变更后募集资金额度 

1 JS001 临床研究 - 10,000 

2 JS002 临床研究 12,000 4,000 

3 JS003 临床研究 1,500 1,500 

4 UBP1213 临床研究 9,500 7,500 

5 补充流动资金 1,999 1,999 

合计 24,999 24,999 

注：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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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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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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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2015 年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募集资金额度 变更后募集资金额度 

1 JS001 临床研究 12,000 15,550 

2 吴江产业化基地建设

及试运行 

22,999 19,449 

合计 34,999 34,999 

 

2016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募集资金额度 变更后募集资金额度 

1 JS001 临床研究 10,000 10,000 

2 JS002 临床研究 4,000 4,000 

3 JS003 临床研究 1,500 1,500 

4 UBP1213 临床研究 7,500 4,000 

5 吴江产业化基地技术

改造项目 

- 3,500 

6 补充流动资金 1,999 1,999 

合计 24,999 24,999 

 

2016 年第三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募集资金额度 变更后募集资金额度 

1 JS001 临床研究 9,810 9,810 

2 UBP1211 临床研究 3,000 3,000 

3 吴江产业化基地技术

改造项目 

- 4,000 

4 临港产业化基地 15,000 15,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9,000 5,000 

合计 36,810 36,810 

 

上述募集资金的用途变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未偏离公司

主营业务，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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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及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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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

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

用和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审批 

本专项报告已于 2018 年 4月 24日经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