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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合佳医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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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发

行规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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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2020年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情况

（一）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2016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发

行方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16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截至2017年3月17日，公司收到十

三名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6,750.00万元。

2017年4月25日，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

河北合佳医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2314

号）。2017年5月4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河北合佳医药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新增股份于2017年5月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2018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

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18年5月4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议案》。截至2018年4月13

日，公司收到六名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721.575万元。

2018年6月1日，公司收到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河北合佳医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8]1981号）。2018年6月13日，公司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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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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河北合佳医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发行新增

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新增股份于2018年6月1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三）第三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2018年7月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18年7月21日，公司召开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截

至2018年12月14日，公司收到一名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3,003.75万元.

2019年1月3日，公司收到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河北合佳医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30号）。2019年1月16日，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公告（更正后）》，新增股份于2019年1月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

（四）第四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2019年4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19年4月30日，公司召开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截至2019

年6月17日，公司收到五名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12,295.9998万元。

2019年7月17日，公司收到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河北合佳医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3256号）。2019年7月25日，公司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的公告》，新增股份于2019年7月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五）第五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2019年8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

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19年8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截

至2019年9月16日，公司收到五名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4,200.00万元。

2019年11月23日，公司收到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河北合佳医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4753号）。2019年11月29日，公司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的公告》，新增股份于2019年12月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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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股转公司

于2016年8月8日发布的《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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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

户存储。公司财务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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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每半年度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出

具《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

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富强大街支行开立

的人民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13050161960800000742）内。

2、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

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富强大街支行开立

的人民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13050161960800001425）内。

3、第三次股票定向发行

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开立的人民币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572010100101338889）内。

4、第四次股票定向发行

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富强大街支行开立

的人民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13050161960800002195）内。

5、第五次股票定向发行

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富强大街支行开立

的人民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13050161960809666666）内。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相关规定，历次股票定向发行，

公司同时任主办券商和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经核查，公司历次募集资金在未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均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

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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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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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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募集资金用途及变更情况

（一）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

1、股票发行时募集资金用途

经2016年9月2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6年10月13日召开的2016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该股票发行方案中的募

集资金金额为6,750.00万元，用途主要为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金额

1 偿还银行贷款 4,8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950.00

合计 - 6,750.00
2、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1）2016年12月26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平台公告了《关于变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23）。

2017年1月11日，该议案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后募集资金

用途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金额

1 偿还银行贷款 2,8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950.00
3 置换自有资金 2,000.00

合计 - 6,750.00
（2）2017年5月2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公司于当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告

了《关于变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2017年5月17

日，该议案经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金额

1 偿还银行贷款 1,4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950.00
3 置换自有资金 3,400.00

合计 - 6,750.00
（二）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

1、股票发行时募集资金用途

2017年12月29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1月17日召

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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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1,500万股，发行价格6.7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0,125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具体用途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金额

1 偿还银行贷款 3,300.00
2 偿还融资租赁费用 4,2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625.00

合计 - 10,125.00
2、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1）2018年4月2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 票

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议案》。2018年4月23日，公司发布了《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

（公告编号：2018-026）。2018年5月4日，该议案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金额

1 偿还银行贷款 2,8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
3 置换自有资金 4,825.00

合计 - 10,125.00
（2）本次股票发行，公司计划发行股票的数量为1,500万股，募集资金10,125万元；

实际发行股票的数量为1,069,000股，募集资金7,215,750.00元人民币，全部为现金认

购。

2018年6月1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并于当日发布了《关于变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7）。2018年6月28日，该议案经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后

募集资金用途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金额

1 偿还融资租赁费用 127.66
2 补充流动资金 193.91
3 置换自有资金 400.00

合计 - 721.57
（三）第三次股票定向发行

2018年7月6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7月21日召

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公司发行股票445万股，发行价格6.7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003.75万元。本次募集

资金用途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生变更。

（四）第四次股票定向发行

2019年4月10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4月30日召开的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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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2,049.3333万股，发行价格6.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2,295.9998万元。本次募集

资金用途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生变更。

（五）第五次股票定向发行

2019年8月1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8月16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

发行股票700万股，发行价格6.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200.0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

用途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生变更。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6,750.00
二、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753.86
偿还银行贷款-建设银行 1,400.00
置换自有资金-合佳医药建行一般户 3,400.00
流动资金-支付采购货款 1,953.86
三、收入利息及银行对存转入 3.86
四、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

（二）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721.58
二、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22.30
偿还融资租赁费用 127.66
补充流动资金 194.64
置换自有资金 400.00
三、收入利息及银行对存转入 0.72
四、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

（三）第三次股票定向发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3,003.75
二、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004.61
补充流动资金 3,004.55
手续费 0.06
三、收入利息及银行对存转入 0.86
四、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

（四）第四次股票定向发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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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12,296.00
二、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2,313.50
补充流动资金 12,313.32
手续费 0.17
三、收入利息及银行对存转入 17.50
四、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

（五）第五次股票定向发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4,200.00
二、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210.48
补充流动资金 4,210.43
手续费 0.05
三、收入利息及银行对存转入 10.48
四、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

五、其他说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投资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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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

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的情形。

河北合佳医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