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61

■ 2019年4月11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制并非暂时性的，因此公司对秦岭旅游、大美大新的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

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对于同一控

制下的控股合并， 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一

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体现在其合并财务报表上，即由合并后形成的母子公司构

成的报告主体，无论是其资产规模还是其经营成果都应持续计算；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时，无论该项合并发生在报告期的任一时点，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均反

映的是由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实现的损益及现金流

量情况，相应地合并资产负债表的留存收益项目，应当反映母子公司如果一直作为

一个整体运行至合并日应实现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情况； 对于同一控制下

的控股合并，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

行调整，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

期间一直存在。

二、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主要资产负债及权益期初追溯调整情况

项目

调整前（上年披露2017年

12月31日数）

调整后（本年披露2017年

12月31日数）

调整数

流动资产 14,688,867,157.61 14,775,394,403.09 86,527,245.48

非流动资产 14,401,169,558.01 14,695,630,751.50 294,461,193.49

资产总额 29,090,036,715.62 29,471,025,154.59 380,988,438.97

流动负债 9,982,987,104.71 10,145,073,079.24 162,085,974.53

非流动负债 5,810,414,268.68 5,810,933,124.71 518,856.03

负债合计 15,793,401,373.39 15,956,006,203.95 162,604,830.56

股本 2,034,827,685.00 2,034,827,685.00 -

资本公积 5,100,260,359.72 5,180,249,343.39 79,988,983.67

盈余公积 234,137,491.29 234,137,491.29 -

专项储备 29,933,617.75 30,938,264.61 1,004,646.86

其他综合收益 -33,305,062.64 -33,305,062.64 -

未分配利润 2,127,134,802.58 2,126,895,000.35 -239,802.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9,492,988,893.70 9,573,742,722.00 80,753,828.30

少数股东权益 3,803,646,448.53 3,941,276,228.64 137,629,780.1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296,635,342.23 13,515,018,950.64 218,383,608.41

2、主要损益项目上年同期追溯调整情况

项目

调整前（上年披露2017年

12月31日数）

调整后（本年披露2017年

12月31日数）

调整数

营业收入 9,108,900,358.90 9,182,867,848.49 73,967,489.59

营业成本 6,195,070,792.09 6,252,990,559.92 57,919,767.83

税金及附加 78,882,972.85 79,294,300.90 411,328.05

销售费用 1,090,596,288.69 1,092,783,297.18 2,187,008.49

管理费用 656,389,157.51 671,697,827.18 15,308,669.67

研发费用 210,623,696.21 210,623,696.21 -

财务费用 564,878,117.55 568,349,097.41 3,470,979.86

资产减值损失 64,604,482.90 65,177,768.33 573,285.4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527,826.09 10,527,826.09 -

投资收益 268,287,807.01 268,380,060.62 92,253.61

资产处置损益 133,945,413.76 133,883,286.76 -62,127.00

其他收益 49,226,213.93 51,422,713.93 2,196,500.00

营业外收入 17,476,071.65 17,479,689.23 3,617.58

营业外支出 45,546,468.10 45,575,863.39 29,395.29

利润总额 681,771,715.44 678,069,014.60 -3,702,700.84

所得税费用 88,105,000.74 89,469,496.63 1,364,495.89

净利润 593,666,714.70 588,599,517.97 -5,067,196.7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507,905,574.27 505,790,646.97 -2,114,927.30

少数股东损益 85,761,140.43 82,808,871.00 -2,952,269.43

每股收益：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5 0.25

（二）稀释每股收益 不适用 不适用

3、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上年同期追溯调整情况

项目

调整前（上年披露

2017年12月31日数）

调整后（本年披露

2017年12月31日数）

调整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1,399,507.18 627,711,902.87 36,312,395.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543,281.53 262,525,308.09 -80,017,973.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2,490,026.29 1,073,836,061.77 41,346,035.48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21,440,311.34 -121,440,311.34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44,992,503.66 1,842,632,961.39 -2,359,542.27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追溯调整的相关说明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

财务报表数据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以及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实际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追溯调整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

有关财务报表数据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有

关

规定， 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追溯调整前

期财务数据。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

关财务报表数据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的规

定

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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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9日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第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的原因

2017年财政部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

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2、变更日期

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3、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

4、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

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准则执行以

上会计政策。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和

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

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

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

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

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 但该指定不可撤

销， 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

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

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公司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

规定，无需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故不影响2018年度财务数据，公司

将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执行上

述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准则进行的合

理变更，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准则要

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

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更

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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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邦健康” ）于2019年4

月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第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现金管理的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可以滚动使用。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

为，且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56号）核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151,

394,800股，发行价格为12.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93,785.34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3,137.74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90,647.61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四个项目，即

“华邦医药产业基地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103,785.41万元，“全渠道营销体系建

设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20,000万元，“皮肤类疾病互联网医疗平台项目” 募集资

金投入20,000万元以及补充流动资金46,862.19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华邦医药产业基地项目” ，“新建四川明欣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新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 其中 “新

建四川明欣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新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项目” 系原募投项目进

行变更后实施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46,862.19万元公司已于

2015年12月29日划转至公司流动资金账户。

2017年4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项目的议案》。 公司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全渠道营销

体系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20,000万元变更至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用于

新建四川明欣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此次变更并经2017年5月18日召开的2016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7年12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同时经2017年12月29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皮肤类

疾病互联网医疗平台项目”的募集资金20,000万元变更至控股子公司北京德瑞莱

茵国际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用于新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项目，并将该募集资金专户

中收到的利息收入145.04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9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4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9年4月3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19年4月4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04,098.57万元，其中各项目使

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金资金投资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累计使用金额

华邦医药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103,785.41 48,626.36

新建四川明欣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0,000.00 8,610.02

新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项目 20,000.00 0.00

补充流动资金 46,862.19 46,862.19

合计 190,647.61 104,098.57

截至2019年4月4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专户余额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户 账户类别 期末余额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两江分行 5101010120010010531 募集资金专户 100,991,258.36

交通银行成都温江柳城支行 511601019018817041376 募集资金专户 113,899,812.70

重庆银行高新区支行 330101040038298 募集资金专户 11,615.80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 8111201013200063148 募集资金专户 201,578,857.58

合计 416,481,544.44

备注：募集资金项目专户余额差额系累计利息所致。

三、本次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进度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为继续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

集资金，公司拟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1、投资品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募集资金拟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银行理财产品，不

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无担保债劵为投资标的的产品。

上述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

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2、投资额度：公司拟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投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4、信息披露：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现金管理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现金管理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发生变化的影响，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控制风险：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的理财产品进行投资。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审计、监督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定期对所有

理财产品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

收益和损失。

（4）董事会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

股东获取更多的资金回报。

六、公司承诺与说明

1、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期限届满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公司则将资金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2、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3、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并承诺在募集资金用于

现金管理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运用部分闲置的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投资期限

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银行理财产品，不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

品、无担保债劵为投资标的的产品。 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

司现金资产收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公司利益，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

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起12个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暂时闲置的部分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0,000

万元用于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3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内滚动

使用）。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 华邦健康拟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

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2、公司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3、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

施的前提下，公司通过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一定的投资收

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

2019027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170,000万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等

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短期（不超过一

年）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

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主营

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低风险、流

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短期（不超过一年）理财产品，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

（二）投资额度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70,000万元， 在该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三）投资品种和期限

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短期（不

超过一年）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

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产品、固定收益凭证等。 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四）资金来源

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五）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六）审批权限和决策程序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 《公司章

程》、《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选择投资风险低、流动性好的短期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为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经办部门。 公司财务部根据公司财

务状况、现金流状况及利率变动、以及董事会关于投资理财的决议等情况，对理财

的资金来源、投资规模、预期收益进行判断，对理财产品进行内容审核和风险评估，

选择资金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构

作为受托方。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审计

部门负责审查理财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

督促财务部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4、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购买理财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如发现违

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公司的相关投资活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

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所需，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低风险的理财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四、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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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福尔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健康” 或“公司” ）于2014年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完成后已更名为山

东福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福尔” ）100%的股权。 相关的交易对方对山东福

尔未来的经营业绩进行了承诺，现将山东福尔2018年度业绩承诺和实际完成情况

公告如下：

二、标的公司山东福尔业绩预测情况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346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山东福

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预测期间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预测数

2013年度 7,049.31

2014年度 7,717.81

2015年度 8,447.31

2016年度 8,482.52

2017年度 9,203.14

2018年度 9,658.83

三、 标的公司山东福尔2013-2018年期间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科技、联创投资、达晨投资、张加

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

旅业（以下简称“承诺方” ）对山东福尔资产评估报告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

预测数进行承诺， 如山东福尔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分别未达到评估报告净利润预测数， 则向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 若山东福尔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的净利润数额，则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鉴于于俊田为山东福尔的实际控制人，田深春、孙丽娟为山东福尔高级管理人

员，而联创投资、达晨投资、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为山东福尔的小股东，

其利润补偿义务全部由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三名自然人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担，

小股东不承担利润补偿义务；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科技承担补偿义务比例

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补偿义务承担比例 备注

1 于俊田 63.93%

2 田深春 15.13%

3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12.50% 原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4 孙丽娟 8.44%

合 计 100.00%

除此之外，于俊田就山东福尔2017年和2018年的业绩向本公司进行了追加承

诺：若山东福尔2017年和2018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未达到《资产评估报告书》2017年和2018年度净利润的预测数，其将以本次交易

所获得的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四、标的公司山东福尔业绩承诺实现情况（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1.山东福尔2014-2016年已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序

号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8,861.89 8,718.17 8,910.00 7,170.57

2 非经常性损益 92.15 25.33 9.25 -15.52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769.74 8,692.84 8,900.75 7,186.09

2.山东福尔2018年度、2017年度已审业绩实现承诺实现情况

序号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729.24 9,868.26

2 非经常性损益 43.79 572.42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0,685.45 9,295.84

注：（1）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250008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山东福尔201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170.57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186.09万元，超过2013

年净利润预测数。

（2）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的公司山东

福尔有限公司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910.00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900.75万元，超过2014年净利

润预测数。

（3）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的公司山东

福尔有限公司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718.17万元, 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692.84万元， 超过2015年净利

润预测数。

（4）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的公司山东

福尔有限公司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861.89万元, 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769.74万元， 超过2016年净利润

预测数。

（5）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的公司山东

福尔有限公司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868.26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295.84万元， 超过2017年净利润

预测数。

（6）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的公司山东

福尔有限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729.24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685.45万元， 超过2018年净

利润预测数。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截至2016年末，承诺期累计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3,549.42万元，预测的承诺期累计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1,696.95万元，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大于预测的承诺

期累计净利润。 交易对方无需向本公司进行利润补偿。

标的公司原股东于俊田追加承诺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9,203.14万元，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9,295.84万元， 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超过2017年净利润预测数，承诺方无需向本公司进行利润补偿。

标的公司原股东于俊田追加承诺2018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0,729.24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0,685.45万元，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超过2018年净利润预测数，承诺方无需向本公司进行利润补偿。

三、备查文件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

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

2019030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8

年年度报告业绩网上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19年4月12日（星期

五）下午 15：00-17：00�在“华邦健康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举行年度报告业绩网

上说明会，投资者可登陆“华邦健康投资者关系”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华邦健康投资者关系” ；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华邦健康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即可参与本次网

上投资者交流会。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业绩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董事兼

总经理张海安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彭云辉女士、独立董事郝颖先生、财务总监

王剑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月 11�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

2019028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9年4月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5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9日15：

00至2019年5月1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即于2019年5月6日（星

期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7.会议地点：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1、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审议《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议案的披露情况

以上全部议案已经公司在2019年4月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2019年4月1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上述议案中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除议案4之外的其他议案皆为普

通表决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4、 议案6和议案7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

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的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时同时公开披露。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2018年度述职报告》，此事项不需要

审议。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单位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和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

卡、个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取书信或传真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5月9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5:00。 股东若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应将授权委托书于2019年5月9日（含9日）

前送达或传真至本公司登记地点。

3）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法律部。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陈志

电话：023-67886985� � � �传真：023-67886985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

邮编：401121

2．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其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

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04。

2.投票简称：“华邦投票” 。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总议案 100

议案1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议案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3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00

议案4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00

议案5 《〈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00

议案6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00

议案7 《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

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

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19年5月10日的交易时间， 即9:30—11:30�和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

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华邦生命健康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9年 月 日

会议表决情况

议 案 名 称

表决情况

备 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1

《2018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

告》

□ □ □

请在相应方

框内画“√”

议案2

《2018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

告》

□ □ □

议案3

《2018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 □ □

议案4

《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 □ □

议案5

《〈2018年年

度报告〉及其

摘要》

□ □ □

议案6

《关于2018年

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

报告》

□ □ □

议案7

《关于续聘公

司 2019 年度

审计机构的

议案》

□ □ □

注：1、股东请在选项方框中打“√” ；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为无效票。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

规定本公司将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1.201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3年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于俊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54号）)核准，公司向重庆汇邦旅

业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24,751,861股，每股发行价格16.12元，募集资金总额

398,999,999.32�元。 上述资金由各投资者于2014年5月13日之前缴足，由主承销

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14日划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川华信验

（2014）25�号验资报告。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公司2015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5年5月22

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

司董事会于2015年5月29日发布的《关于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

开发行股票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

可[2015]2656号文），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A股股票151,394,800股，

发行价格为12.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1,937,853,440.00元。 截至2015年12月16

日止，公司已收到由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A股股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转付的最终配售对象缴付的募集资金1,907,853,440.00元 (其中

最终配售对象缴付的募集资金为1,937,853,440.00元，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扣

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为30,000,000.00元)， 款项缴存于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两

江新区支行开设的5101010120010007594账号内。 此外，扣除本次发行相关的其

他费用1,377,358.4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1,906,476,081.53元。 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川华信验

（2015）10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

1.� 201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截止2018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对201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实际转入公司募集资金 398,999,999.32

减：支付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现金购买价款 195,220,762.86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项目资金[注1] 122,328,820.01

直接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58,775,392.67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559,063.55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年末余额 25,234,087.33

[注1]�募集资金到账前，募投项目实施单位子公司山东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和山东福尔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122,328,

820.01，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鉴证，并出具“川华信专（2014）307

号”《关于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和“川华信专（2014）308号”《关于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福尔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201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所募集资金的专户存放情况如下表：(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账户类别 年末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烟台分行 691484428 募集资金专户 7,078,844.0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37001666880050154599 募集资金专户 29,678.72

中国民生银行烟台分行 691391510 募集资金专户 18,125,564.55

合 计 25,234,087.33

2.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截止2018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对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实际转入公司募集资金[注1] 1,907,853,440.00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48,241,616.40

直接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442,984,846.97

投入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475,145,612.28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00.00

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26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0,320,748.28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年末余额 381,542,112.63

[注1]募集资金总额1,937,853,440.00元，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

付公司募集资金时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30,000,000.00元。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户存

放情况如下表：(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账户类别 年末余额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两江分行营业部 5101010120010010531 募集资金专户 100,784,343.45

交通银行成都温江柳城支行 511601019018817041376 募集资金专户 146,713,406.18

重庆银行高新区支行 330101040038298 募集资金专户 11,599.51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 8111201013200063148 募集资金专户 134,032,763.49

合 计 381,542,112.63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14�年 5�月 21�日，公司及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 ）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及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报告期，各方严格按照监管协

议执行，无违约情形。

2014年6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用募集资金向福尔有限和

凯盛新材进行增资，共计增资人民币 20,377.92�万元。 其中对福尔有限增资 13,

026.59�万元，增加福尔有限 13,000�万元注册资本，其余 26.59�万元计入福尔有

限的资本公积； 对凯盛新材增资 7,351.33�万元， 增加凯盛新材 5,000万元注册

资本，其余 2,351.33�万元计入凯盛新材的资本公积。 2014年7月21日，公司及保

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尔有限、凯盛新材、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烟台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及2015年12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开立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的议案》、《关于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拟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公司对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向实施本次募

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实施了增资，公司、各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商业银行、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2017年6月2日，公司、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甲方” ）与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乙方”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 ）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8年1月22日，公司、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德瑞莱茵国际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 （共同 “甲方” ） 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分行 （“乙

方”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将“全渠道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变更为“新建四川明欣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公司于2017年4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全渠道营销体系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2亿元变更至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用于新建四川明欣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召开的2016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批准该议案。 其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实施主体

新建四川明欣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0,000�万元

全资子公司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报告期内，该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2。

2.将“皮肤类疾病互联网医疗平台项目” 变更为“新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项

目”

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

目—“皮肤类疾病互联网医疗平台项目”的募集资金2亿元变更至控股子公司北京

德瑞莱茵国际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用于新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项目，公司拟将该募

集资金专户中收到的利息收入145.04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17年12月

29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批准该议案。 其变更后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实施主体

新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项目 20,000�万元

控股子公司北京德瑞莱茵国际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该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五、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6年 1月 27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

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7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6年 1月 27

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使用 7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现行

同期贷款利率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3,150�万元。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

大，所需流动资金也随之增加，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减少财务费用，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

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有效降低财务

成本，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闲置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如果因项目建设需要提前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总

经理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

2017�年 1�月 17�日， 公司已将 70,000万元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 1月 18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

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现金管理的额度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截止2018�年 2�月 2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4月26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降低

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在保证满足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公司拟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6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2018�年4�月26�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上述事项业经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并出具相应的核查意见。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九日

附件1

201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编制单位：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98,999,

9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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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324,975.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变更项目

后投资总

额（1）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3)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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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项目

支付发行股份购

买标的资产现金

购买价款

否

195,

220,

762.86

195,220,

762.86

未承

诺

195,220,

762.86

100.0

0%

不适用 是 否

山东福尔“2.3-

二氯、5-三氟甲

基吡啶装置、污

水处理厂、 包装

车 间 及五金 仓

库 、2.4-二氟二

苯甲酮装置、氟

化苯装置” 等项

目

否

130,

265,

900.00

130,265,

900.00

未承

诺

107,180,

054.01

82.28

%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凯 盛 新 材

“12000吨/年芳

纶聚合单体（间/

对苯二甲酰氯”

项目

否

73,513,

300.00

73,513,

300.00

未承

诺

73,924,

158.67

100.56

%

46,414,

824.99

不适

用

否

合计 —

398,

999,

962.86

398,999,

962.86

-

376,324,

975.54

94.32

%

46,414,

824.9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4年11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22,328,820.01元。 该项置换已于2014

年度内实施完毕。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募集资金均通过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存放， 用于募集资金

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附件2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06,476,081.53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64,784,648.8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00,00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966,372,075.6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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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变更项目

后投资总

额（1）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本年度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3)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 ＝

(3)/

(1)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承诺投项目

华邦医药产

业基地建设

项目

否

1,037,

854,

100.00

1,037,

854,

100.00

未承

诺

209,487,

793.37

432,054,

491.89

41.63

%

不适

用

否

新建四川明

欣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是

200,

000,

000.00

200,000,

000.00

未承

诺

46,052,

666.97

59,171,

971.48

29.59

%

不适

用

否

新建北京华

生康复医院

项目

是

200,

000,

000.00

200,000,

000.00

未承

诺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468,621,

981.53

468,621,

981.53

未承

诺

9,244,

188.46

475,145,

612.28

101.3

9%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合计 —

1,906,

476,

081.53

1,906,

476,

081.53

264,784,

648.80

966,372,

075.65

50.69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第四项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截至2016年3月5日止， 子公司华邦制药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华邦医药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48,241,616.40元,�

其中土地购置费用47,312,625.00元， 项目建设前期费用928,

991.40元。 2016年4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

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48,241,616.40元。 该项置换已于2016年度内实施完毕。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上接B06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