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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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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将截至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本公司自新三板挂牌以来共计完成四次募集资金计

划，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一次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19年 3月 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及 2019年 3月

22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第

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拟发行股份数额不超过 8,000,000股（含 8,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22元/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3,760,000.00

元（含人民币 73,760,000.00 元）。公司于 2019年 6月 3日取得《关于北京康乐

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2323

号），确认本次股票发行 5,500,000股，其中限售零股，不予限售 5,500,000股。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710,000.00 元，扣减发行费用（不含税）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242,377.36元，实际到账金额人民币 50,710,000.00

元，包含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495,680.00 元（含税）。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9年 4月 15日到位，并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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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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喜验字（2019）第 0070 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中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710,0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5,50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人民币 45,210,000.00 元。公司账务处理确认股本人民币 5,500,000.00 元，确

认资本公积人民币 44,742,377.36元，扣减了发行费用人民币 467,622.64 元（不

含税））。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本公司已使用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50,710,000.00

元，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 160.21 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60.21元。本次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2年 3月 11日注销，

募集资金余额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第二次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9 月

10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2019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拟

发行股份数额 6,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6,000,000.00 元（该股权激励计划设定了解锁条件，对于个人考核结

果未达到解锁条件的，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且不计息，

因此考虑该回购义务，公司账面确认库存股和负债人民币 6,000,000.00 元。）。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取得《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4502 号），确认本次股票发行 6,000,000

股，其中限售 6,000,000 股，不予限售零股。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00,000.00 元，扣减发行费用（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32,830.19元，实际到账人民币 6,000,000.00 元，包含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

人民币 70,000.00 元（含税）。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到位，并经中

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喜验字（2019）第 0176 号验

资报告（该验资报告中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00,0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6,000,000.00 元。公司账务处理确认股本人民币 6,000,000.00 元，

抵减资本公积人民币 67,169.81元，扣减了发行费用人民币 67,169.81 元（不含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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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已使用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00.00

元，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 2,427.27 元，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427.27 元。本次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

注销，募集资金余额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第三次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20 年 8 月

4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的议案》，拟发行股份数额

33,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70 元/股，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650,100,000.00 元。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8日取得《关于核准北京康乐卫士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88 号），确认本

次定向发行股份总额为 33,0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零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3,000,000 股。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50,100,000.00 元，

扣减发行费用（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7,996,226.42 元，实际到

账人民币 650,100,000.00 元，包含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2,230,000.00元

（含税）。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0年 11月 26日到位，并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喜验字（2020）第 00170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

中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50,100,0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3,000,000.00元。公司账务处理确认股本人民币 33,000,000.00 元，确认资本

公积人民币 614,996,226.42 元，扣减了发行费用人民币 2,103,773.58 元（不含

税））。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使用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59,217.30 万元，收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金额人民币 352.73 万元，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 653.59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6,799.02 万元。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3、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4、第四次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1年 2月 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21年 2月

2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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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本次拟发行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 26,000,000 股（含 26,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1.28 元，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073,280,000.00 元（含人民币

1,073,280,000.00 元）。公司于 2021年 7月 22日取得《关于核准北京康乐卫士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89 号），本次

定向发行股份总额为 24,6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4,600,000 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零股。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15,488,000.00 元，

扣减发行费用（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13,771,018.87 元，实际

到账人民币 1,015,488,000.00 元，包含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820,000.00 元（含税）。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到位，并经中喜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喜验字[2021]第 00074 号验资报告

（该验资报告中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15,488,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1,716,981.1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13,771,018.87元。其中

增加普通股 24,600,000 股，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989,171,018.87 元。公司账务

处理确认股本人民币 24,600,000.00 元，确认资本公积人民币 989,171,018.87

元，扣减了发行费用人民币 1,716,981.13 元（不含税））。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使用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20,115.03 万元，收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金额人民币 214.35 万元，收到募

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 2,045.09 万元，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人民币 83,693.21万元。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4、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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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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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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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 

针对第一次募集资金，本公司与主办券商、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

实施专户存储，账号为：110899991010003109392。 

第一次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2年 3月 11日注销，募集资金余额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针对第二次募集资金，本公司与主办券商、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

实施专户存储，账号为：110060777013000021934。 

第二次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2年 3月 11日注销，募集资金余额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针对第三次募集资金，本公司与主办券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单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账号为：9550880221479200127。 

本公司于 2020 年 7月 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同意本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5,0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康乐”）实缴出资，昆明康乐收到上述投资款后缴

存于三方监管账户用于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昆明康乐与主办券商、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龙华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账号为：9550880223149900155。 

针对第四次募集资金，本公司与主办券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账号为：632976223。 

本公司于 2021 年 2月 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计通过了《关

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

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0.00 万元投入全资子公司昆明康

乐，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其中人民币 14,550.00 万元向昆明康乐实缴出资，人民

币 15,450.00 万元以借款方式转至昆明康乐，昆明康乐收到上述投资款及借款后



公告编号：2022-105 

缴存于三方监管账户用于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昆明康乐与主办券商、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龙华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账号为：9550880223149900515。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余额 

本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支

行 
110899991010003109392 - 

本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支

行 
110060777013000021934 - 

本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单支行 
9550880221479200127 32,384,678.14 

本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广渠门支行 
632976223 548,321,173.05   

昆明康乐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龙华路支行 
9550880223149900155 35,605,549.12 

昆明康乐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龙华路支行 
9550880223149900515 288,610,885.06 

合计 - - 904,922,285.37   

注：2022年 3月 11日，公司办理了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为：110899991010003109392）与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110060777013000021934）的注销手续。上述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中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分别

为人民币 160.21 元及人民币 2,427.27 元，募集资金剩余款项已转入公司基本账户中国银

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账号：332462276297），待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销后公

司原与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支行及主办券商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也随之终止。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请见“附表 1-4、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在建设实施中，尚未产生效益。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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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8 月

23日召开的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即由于临床费用延期支付，及购置设

备公司采用融资租赁方式，部分资金闲置，拟计划 HPV 三价疫苗临床费用的其

中人民币 200.00万元及购置设备的其中人民币 200.00万元，共计人民币 400.00

万元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变更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 

总额 

变更后的募集 

资金投入总额 

HPV三价疫苗Ⅰ、Ⅱ期临床费用 400.00 200.00 

HPV九价疫苗Ⅰ、Ⅱ期临床费用 400.00 400.00 

HPV三价疫苗生产车间建设费用 1,490.00 1,290.00 

其中：购置设备 1,000.00 800.00 

GMP车间装修 427.50 427.50 

设计费 62.50 62.50 

归还短期借款 2,000.00 2,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781.00 1,181.00 

其中：职工薪酬 481.00 681.00 

研发费用 100.00 100.00 

房租水电费等日常管理费用 200.00 400.00 

合计 5,071.00 5,071.00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 2022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前次募集资

金变更用途的议案》，对第一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追认更正说明。由

于公司研发投入的不确定性，该次募集资金使用超出了部分募投项目的预计明细，

但变更使用的范围未超出所列募投项目，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进行了追认。HPV 三价疫苗临床费用的其中人民币 29.58万元及 HPV三价疫苗生

产车间建设费用的其中人民币 323.77万元，共计人民币 353.35 万元追认变更为

HPV 九价疫苗临床费用人民币 165.49 万元及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187.86 万元，

追认变更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

总额 

变更后的募集

资金投入总额 
差异 

HPV三价疫苗Ⅰ、Ⅱ期临床费用 200.00 170.42 29.58 

HPV九价疫苗Ⅰ、Ⅱ期临床费用 400.00 565.49 (16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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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

总额 

变更后的募集

资金投入总额 
差异 

HPV三价疫苗生产车间建设费用 1,290.00 966.23 323.77 

其中：购置设备 800.00 668.24 131.76 

GMP车间装修 427.50 260.49 167.01 

设计费 62.50 37.50 25.00 

归还短期借款 2,000.00 2,000.00 - 

补充流动资金 1,181.00 1,368.86 (187.86) 

其中：职工薪酬 681.00 801.56 (120.56) 

研发费用 100.00 122.52 (22.52) 

房租水电费等日常管理费用 400.00 444.78 (44.78) 

合计 5,071.00 5,071.00 -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六、 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募集资金

运用方案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生重大变化。本公司对前次

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履行了披露

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月 5日 

附表：1-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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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071.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53.3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71.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4.86%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资总

额（注1）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3）＝（1）-（2）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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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V三价疫苗 I、II 临床费用 是 400.00 170.42 - 170.42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HPV九价疫苗 I、II 临床费用 是 400.00 565.49 - 565.49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HPV三价疫苗生产车间建设费用 是 1,490.00 966.23 - 966.23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归还短期借款 无 2,000.00 2,000.00 - 2,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是 781.00 1,368.86 - 1,368.86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5,071.00 5,071.00 - 5,071.00 - 100.0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包含公司于 2019年 8月 8日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 2022年 2月 14日追认前次募集资金变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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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具体情况详见“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说明”。 

注 2：上表中系募集资金中投资项目使用金额，不包含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及手续费的金额，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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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1）-（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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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流动资金 无 600.00 600.00 - 6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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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01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030.5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217.3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

（1）-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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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V三价疫苗临床费用 无 11,000.00 11,000.00 1,463.78 8,616.61 2,383.39 78.3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HPV九价疫苗临床费用 无 9,000.00 9,000.00 30.17 8,884.29 115.71 98.7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HPV三价疫苗生产车间建设费用及设备

购置费用 

无 
5,800.00 5,800.00 1,771.20 5,779.94 20.06 99.6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归还借款本金 无 11,500.00 11,500.00 -    11,5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无 12,460.00 12,460.00 136.35 12,310.99   149.01 98.8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购置其他固定资产、办公软件 无 250.00 250.00 -    249.79     0.21 99.9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昆明子公司股权投资 无 15,000.00 15,000.00 7,629.01 11,875.68 3,124.32 79.1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其中：工程建设费用 无 6,000.00 6,000.00 2,513.83 2,972.10 3,027.90 49.5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HPV 九价疫苗车间设备采购 无 7,500.00 7,500.00 4,781.07 7,490.66 9.34 99.8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无 1,500.00 1,500.00 334.11 1,412.92 87.08 94.1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65,010.00 65,010.00 11,030.51 59,217.30 5,792.70 91.0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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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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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1,548.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688.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115.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前承诺

投资总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1）-（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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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价HPV疫苗Ⅲ期临床研究费用 无 14,000.00 14,000.00 2,386.84 2,386.84 11,613.16 17.0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九价HPV疫苗Ⅲ期临床研究费用 无 15,000.00 15,000.00 6,083.26 6,083.26 8,916.74 40.5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临床前研究费用 无 9,700.00 5,920.80 1,441.81 1,441.81 4,478.99 24.3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九价HPV疫苗男性适应症临床研究费用 无 10,000.00 10,000.00 336.60 336.60 9,663.40 3.3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重组诺如病毒疫苗临床研究费用 无 500.00 500.00 - - 5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临床研究费用 无 7,500.00 7,500.00 - - 7,5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无 20,628.00 18,628.00 4,645.29 8,072.06   10,555.94    43.3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昆明生产基地建设费用 无 30,000.00 30,000.00 1,794.46 1,794.46 28,205.54 5.9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其中：工程建设费用 无 10,000.00 10,000.00 -    - 10,0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车间设备采购 无 12,000.00 12,000.00 1,146.92 1,146.92 10,853.08 9.5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车间验证及调试 无 2,000.00 2,000.00 -    - 2,0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工厂租金 无 3,500.00 3,500.00 - - 3,5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无 2,500.00 2,500.00 647.54 647.54 1,852.46 25.9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07,328.00 101,548.80 16,688.26   20,115.03 81,433.77 19.81 -- -- -- -- 



公告编号：2022-10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