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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达软件 60318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琳 徐雯

电话 021-50306629 021-50306629

办公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川桥路409号 上海浦东新区川桥路409号

电子信箱 sunlin@wondertek.com.cn xuwen@wondertek.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004,660,463.27 977,780,014.71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50,429,495.01 814,568,260.80 4.4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060,615.23 -33,129,163.46 118.29

营业收入 160,788,241.82 118,835,104.27 3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3,154,605.70 16,393,307.47 10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342,068.01 11,047,412.39 14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99 2.04 增加1.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7 1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7 114.29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5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蒋宏业

境内 自 然

人

43.21 95,400,000 0 质押 49,960,000

冯达

境内 自 然

人

6.93 15,300,000 0 无

上海网鸣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4.04 8,918,500 0 无

崔晓路

境内 自 然

人

1.63 3,600,000 0 无

安徽华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 非 国

有法人

1.09 2,400,000 0 无

陈峰

境内 自 然

人

1.00 2,200,000 0 无

上海网智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0.64 1,413,770 0 无

郑颖勤

境内 自 然

人

0.61 1,350,000 0 无

苏州达泰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0.45 1,000,000 0 无

陈艳梅

境内 自 然

人

0.36 800,6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蒋宏业和冯达为兄弟关系；2、上海网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网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3、蒋宏业为

上海网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4、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在外部宏观经济整体下行的环境下，公司抓住数字新基建战略机

遇，积极落实公司视频智能化战略，顶住压力，稳定信心，维持2019年以来的业务发展的良好势头；在5G高清

视频引擎的驱动下，再接再厉，持续实现了营业收入、利润再增长。

公司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60,788,241.8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30%；净利润增长至人

民币 33,156,236.99�元，同比增长102.25%。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巩固核心市场的竞争优势，以超高清视频

为核心驱动业务增长；公司紧跟广电、新媒体、通信等行业在视频领域的投入，深耕大视频技术、融合媒体技

术、视觉智能技术，着力于全系屏幕产品、技术、体验的融合，促进应用突破和成果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5G高

新视频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58.44%，AI视频大数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92.48%， 云运营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长87.27%。

（一）具体业务回顾和执行情况如下：

1、进一步巩固核心市场

2020年上半年，广播电视以及文教娱乐作为面向C端用户的最大应用领域仍是超高清视频应用投入的重

点。 以此为方向运营商、广电媒体视频技术平台持续保持系统革新，包括高清编解码、运营中台、媒资平台等

核心系统持续全流程升级以适应5G网络环境下的高清化、融合化、智能化需求。

在传统业务基础上，公司积极把握“新、微、快” 的媒体消费趋势，促进“直播+短视频” 融合普及。 公司智

慧运营、智慧编辑的视频生产运营系统集结了AI编辑、云剪辑、直播制播等高效运编功能，目前已实现在客户

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广泛应用，为视频内容形态和商业多元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随着大屏在家庭中应用频度的回暖，网达加强了在大屏业务的研发投入，承建客户家庭端技术平台改造、

多屏互动平台建设及重点省份的IPTV/OTT的大屏视频业务运营服务。 公司继续推进分省运营业务，根据地

域性和资源优势的不同，针对性地打造标杆案例，确保区域优势的有效拓展和开发。

2、持续拓展新行业、开辟新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与国内主要媒体企业、头部通信服务企业保持紧密合作，以技术为纽带深入拓展大型

企业客户市场。 伴随5G和8K技术的突破，网达在VR/AR方向上实现技术落地，承接包括VR内容制作、VR技

术支撑、VR运营等项目，并在VR直播方面得到应用拓展。 由公司协助合作伙伴共同开发VR音乐视听生态平

台，为用户提供VR与空间音效相结合的高质量沉浸式体验，成功打造VR技术与音乐领域结合的解决方案。

2020年，媒体融合步入3.0时代。 媒体融合在更高水准的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重塑以社会传播为核心的

媒介化运行生态。针对融媒体的发展需求，网达软件协助地区政府、央企集团打造政务、集团融媒体平台。平台

传播体系兼具文字、图片、视频、全景VR等多形态的制作能力，呈现多元形态的高度融合，服务于政务宣传和

文化建设新形态。 在融媒体技术的支持下，公司在疫情期间完成课内教育直播平台的快速上线，为教师、家长

和孩子提供一流的在线教育环境；与行业客户达成合作，将企业知识库转化为线上课程，为集团的知识付费建

设提供解决方案。

3、坚持视频智能化发展战略

公司坚持“高新视频与人工智能结合” 的发展战略，报告期内持续专注计算机视觉算法，将人脸识别、人

体识别、人像处理、图像处理、物体识别等算法和视频资源进行整合，布局多领域、多方向前沿研究，打通AI在

各个垂直场景中的应用，为智慧商业网点、智能生产监管、智能社会安全等领域提供解决方案。 公司将进一步

聚焦城市智慧智能、产业降本增效、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赋能更多的生活和业务场景。

（二）技术研发工作

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坚持应用型研究和前瞻性研究相结合的管理理念，积极推动公司研发平台建设，围

绕“大视频+AI” 战略发展方向，展开技术研发和产品演进工作。

在高新视频方向上，公司针对超高清视频剪辑、XR内容运编技术、PC制播等进行业务能力升级，并通过

引入AI辅助技术，提升超高清视频时代下平台运行效率和内容生产效率。 在编转码技术方面，推出了基于智

能编转码技术的超高清编转码产品，支持4K/120pfs/HDR编转码和8K/60pfs/HDR直播转码，有效提升了编

码质量与效率；针对人眼视觉清晰度及色彩的感知特性，利用视频增强技术针对低分辨率、背景噪声、色彩灰

暗等视频质量问题进行自动处理；在直播转码过程中结合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实时生成字幕，最终达到实时转

码、精准翻译以及声画字幕三方同步的效果；在内容制作过程中，实现2D转3D实时转换技术，可极大降低3D

视频内容的制作成本和周期。

面对行业视频领域，公司瞄准行业痛点和业务实际需求，对人脸识别、人体识别、物体识别、行为识别等核

心能力持续优化并有序开展产品化工作，以业务+能力落地为目标，将AI、大数据分析、云-端计算等技术与既

有软件产品结合，为行业客户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设计，持续推动智能技术在公司现有和未来行业应用的运

用，为客户提供持续技术升级带来的优质服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获得的专利证书情况如下：

专利所属企业 专利名称

网达软件 一种分布式实时转码系统的转码节点管理系统及方法

网达软件 一种在线转码系统中多网卡的配置方法及系统

网达软件 一种动态资源分配的音视频文件转码方法及系统

2020年上半年，公司获得的软件著作权情况如下：

软件著作权所属企业 软件著作权名称

网达软件 网达多屏互动SDK软件[简称：W-MSIP-SDK]V1.0

网达软件 网达内容运营中台软件[简称：W-COS]V1.0

网达软件 网达批价运营中台软件[简称：W-CHOS]V1.0

网达软件 网达信息公示及监管平台软件[简称：信息公示及监管平台]V1.0

网达软件 网达智能分析平台软件[简称：智慧厨房视频分析平台]V1.0

网达软件 网达信息公示及监管平台软件[简称：信息公示及监管平台]V1.0

网达软件 网达智能分析平台软件[简称：智慧厨房视频分析平台]V1.0

2020年上半年，公司获得的软件产品情况如下：

软件产品所属企业 软件产品名称

网达软件 网达直播运营中台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在线编转码软件V5.0.0

网达软件 网达预约诊疗平台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应用市场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赛事运营中台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批价运营中台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内容运营中台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内容审核中台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混编工作台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多屏互动消息平台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多屏互动SDK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多画面监看软件V2.0.0

网达软件 网达播控管理中台软件V1.0

网达软件 网达版权运营中台软件V1.0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 7�月 5�日， 财政部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新收入

准则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

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

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衔接规定，

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信息不予调整。 执

行新收入准则相关影响见本报告第十节、附注五、44、（3）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

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根据要求，公司

于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本准则。 本公司根据合同的约定，在质保期对所售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按预计

可能发生的后续服务支出计提预计负债，实际发生的后续服务支出在预计负债中列支，质保期满后结余的质

保金予以冲回。 根据公司的历史经验，公司实际发生的售后服务支出极少，故公司决定于2020�年 1月1日起，

不再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并将以前年度累计结存的预计负债余额一并冲回，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冲回预计

负债余额的相关影响本报告第十节、附注五、44、（3）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

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189

证券简称：网达软件 公告编号：

2020-041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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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30日以

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8月14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网达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7名，反对0名，弃权0名。 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披露的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名，反对0名，弃权0名。 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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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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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7月30日以书

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8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

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书面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要求，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0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所载的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

异议。

表决情况：同意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 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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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公司2020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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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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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证监许可[2016]1891号《关于核准上海

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52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人民币，发行价格7.2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0,075.2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7,735.3624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2016年9月9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编号为瑞华验字

[2016]33030017号的《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2016年使用募集资金248,125,226.32元，2017年使用募集资金16,781,760.00元，2018年使用募

集资金12,995,791.70元，2019年使用募集资金42,056,994.47元， 并转出完结项目实际节余资金4,888,

739.52元（含利息余额228,284.17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1月1日至6月30日，使用募集资金21,193,

303.60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341,153,076.09元，对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35,000,000.00元，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为7,189,128.87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

额为3,729,221.43元。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资金用途 余额

1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698247527

融合媒体运营平台项

目

27,697.23

2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698247375

融合媒体运营平台项

目

3,701,524.20

3 中信银行张江支行 8110201014000436058

融合媒体运营平台项

目

0

4 招商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121911141110198

云开发平台升级建设

项目

0

5 招商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121911141110300

云运营管理系统升级

建设项目

0

6 中信银行张江支行 8110201013800436057

支付发行费用及补充

流动资金

0

合计 3,729,221.43

注：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招商银行上海虹桥支行（账号121911141110300、

121911141110198），中信银行张江支行（账号：8110201013800436057）已经注销。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桥支行、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支行以及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 截至 2020年 6� 月 30� 日 ， 除招商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账号

121911141110300、121911141110198）、中信银行张江支行（账号：8110201013800436057）已经注销外，

其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

报告期内，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法律法规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17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决议同意公司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一年以内的短期保本型理财

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投资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元）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起始

日期

到期

日期

产品

类

型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

上海分行

大额存单 35,000,000.00 1.672% 2020-4-21 2020-7-21

定期

存单

本报告期，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共实现收益42.88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9年4月1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将融合媒体运营平台项目延

期至2020年4月，并同意对“云运营管理系统升级建设项目” 、“云开发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进行结项，并将前

述项目节余和剩余资金及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4月1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将融合媒体运营平台项目延期至2020年12月31日前。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经披露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

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7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7,735.3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19.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940.3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115.3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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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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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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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

合

媒

体

运

营

平

台

项

目

是 17,821.09 17,821.09 23,761.42

2，

119.33

20,

607.41

-3,

154.01

86.73

不

适

用

280.66

不适

用

否

云

运

营

管

理

系

统

升

级

建

设

项

目

否 4,605.02 4,605.02 4,605.02 — 4,599.48 -5.54 99.88%

不

适

用

75.48

不适

用

否

云

开

发

平

台

升

级

建

设

项

目

否 3,860.37 3,860.37 3,860.37 3,399.87 -460.5 88.07

不

适

用

1.45

不 适

用

否

商

业

智

能

系

统

升

级

建

设

项

目

是 3,231.43 3,231.43 — — — — —

不

适

用

-

不 适

用

是

移

动

视

频

通

信

系

统

建

设

项

目

是 2,708.90 2,708.90 — — — — —

不

适

用

-

不 适

用

是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否 5,548.39 5,508.55 5,508.55 — 5,508.55 — —

不

适

用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合

计

— 37,775.20 37,735.36 37,735.36

2，

119.33

34,115.31

-3,

620.05

90.41 — 357.5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融合媒体运营平台项目:

该项目的建设规划系公司于2014年度根据当时市场需求及公司

核心技术储备等情况做出的。 由于移动互联网多媒体行业发展迅速，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融合媒体加快转型发展，公司秉持审慎性和有效

性的原则，面对新趋势，重新规划技术架构，放缓原先的实施进度，逐

步进行资金投入。2019年融合媒体运营平台项目延期后，公司持续完

善了融合媒体平台全流程“采、编、播、存、用” 流程的集约化，数字

化、智能化改造，并着重升级媒资运编以及内容传播矩阵平台，以提

高内容制作效率，降低制作成本，提升服务能力。当前，5G的逐步商用

和媒体智能化的进展仍在推动产品和技术的深化革新， 媒体的结构

和分类仍处在动态变化，融合媒体的需求进一步向内容深度融合、分

发高效、制作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AR/VR、人工智能的深度介

入使得市场上涌现出众多体验好、视角广、形态新的产品形式。 公司

为切合实际市场需求，仍需对融合媒体平台进行部分技术升级，以保

证高质量地完成募投项目建设，发挥募集资金效能。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20年半年度不涉及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保荐机构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的自筹资金177,583,043.32元。 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经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6】

33030072号鉴证报告。（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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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中国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大额存单3,5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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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运营管理系统升级建设项目”及“云开发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已

基本完成建设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7,

999.34万元，实际节余募集资金及专户利息合计为488.87万元。 募集

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1）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结合市场和相关政策的变化情况，

公司从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坚持

谨慎、节约的原则，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对硬件设备进行集中采购，

同时， 公司充分利用原自有设备及软件、 已有的实施场地和实施环

境，有效降低了采购成本，节约了项目开支。

（2）公司严格实施精细化管理，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

化配置，不断优化项目实施技术方案，加强对项目各环节成本及费用

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投资规模，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

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重大风险提示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主要原因是公司仍处于产品研发阶段、研发

支出较大。 未来一段时间，公司将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及持续亏损并将面临如下潜在风险：

公司仍处于产品研发阶段、研发支出较大，公司尚无药品获得商业销售批准，亦无任何药品销售收入，因

此，公司未来一定期间无法盈利或无法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未来亏损净额的多少将取决于公司药品研发项目

的数量及范围、与该等项目有关的成本、获批产品进行商业化生产的成本、公司产生收入的能力等方面。 如公

司在研药品未能完成临床试验或未能取得监管部门批准，或未能获得市场认可及商业化，公司可能将始终无

法盈利；即使公司未来能够盈利，但亦可能无法保持持续盈利。 公司短期内无法现金分红，将对股东的投资收

益造成一定程度不利影响。

公司于2020年1月在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净额为190,822.08万元。 公司营运资金依赖于外部融资，如果

经营发展所需开支超过可获得的外部融资，将会对公司的资金状况造成压力，将影响公司的产品研发和在研

药品商业化进度，影响公司研发和生产设施的建设、公司未来人才引进和现有团队的稳定，可能导致公司放

弃具有更大商业潜力的药品研发，不利于公司在研药品有关的销售及市场推广等商业化进程。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查阅本报告第四

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二、风险因素” 。

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泽璟制药 688266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青平 马伟豪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晨丰路209号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晨丰路209号

电话 0512-57018310 0512-57018310

电子信箱 zelgen01@zelgen.com zelgen01@zelgen.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039,161,111.29 320,268,087.69 53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00,268,785.90 3,426,155.64 52,444.8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043,796.55 -89,428,476.4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0 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614,944.48 -341,148,378.5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3,735,675.23 -141,390,351.2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6 -206.2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1.9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1.90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6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ZELIN�SHENG（盛泽林） 境外自然人 20.68 49,636,620 49,636,620 49,636,620 无 0

宁波泽奥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6.88 16,500,600 16,500,600 16,500,600 无 0

陆惠萍 境内自然人 5.24 12,565,440 12,565,440 12,565,440 无 0

JACKIE� ZEGI� SHENG

（盛泽琪）

境外自然人 5.12 12,285,540 12,285,540 12,285,540 无 0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5 10,449,360 10,449,360 10,449,360 无 0

石河子康润股权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其他 4.18 10,031,760 10,031,760 10,031,760 无 0

昆山市工业技术研究院小

核酸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8 10,031,760 10,031,760 10,031,760 无 0

苏州博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84 9,223,560 9,223,560 9,223,56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璞石新

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2.55 6,121,260 6,121,260 6,121,260 无 0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0 5,042,880 5,042,880 5,042,88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ZELIN�SHENG（盛泽林）、陆惠萍、宁波泽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一致行动人，陆惠萍为宁波泽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

行事务合伙人，ZELIN�SHENG（盛泽林） 与JACKIE�ZEGI�SHENG （盛泽

琪）为兄妹关系。 除上述之外，公司未接到上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协议的声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泽璟制药是一家专注于肿瘤、出血及血液疾病、肝胆疾病和免疫炎症性疾病等多个治疗领域的创新驱动

型化学及生物新药研发和生产企业。 公司的市场策略是面向全球，聚焦中国，研发和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安全、有效、患者可负担的创新药物，满足国内外巨大的医药市场需求。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无药品上市销售，公司的新药研发项目持续推进中，多个创新药物处于临床试验研

究阶段，研发支出投入持续加大，因此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仍未实现盈利。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顺利完成科创板发行上市工作，公司发展进入新阶段

公司于2020�年1月23日完成科创板发行上市工作，募集资金净额190,822.08万元，为公司后续持续推进

各产品管线的研发和商业化进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同时，通过上市工作的开展，公司内部治理更加规

范有序，各项工作亦稳步推进，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2）专注于新药研发，各产品管线取得积极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上半年研发投入金额12,934.23万元，同比增加70.84%，其中委托临

床前试验服务费同比增加123.27%，委托临床试验服务费同比增加208.53%，虽然2020年上半年公司的临床试

验在一定程度受到了疫情影响，但是公司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有力推进了临床试验进程，各产品管线取得积极

进展。

公司一方面积极推进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产品开展各项临床试验，积极探索联合治疗的潜力，同时注重

推进处于IND研究阶段的产品管线的研发进程；另一方面，公司也积极寻找新的项目合作开发机会，为公司储

备丰富的产品管线。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的产品管线拥有12个主要在研药品的30项在研项目， 其中5个在研药品处于

NDA、II/III期临床试验阶段、1个处于I/II期临床试验阶段、1个处于IND阶段、5个处于临床前研发阶段。 已经

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在研新药包括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外用重组人凝血酶、盐酸杰克替尼片、奥卡替尼胶

囊、 注射用重组人促甲状腺激素及盐酸杰克替尼乳膏。 ZG5266处于IND申请阶段。 小分子新药ZG0588及

ZG170607、抗肿瘤双靶点抗体新药ZG005及ZG006、抗肿瘤三靶点抗体ZGGS001处于临床前研发阶段。

多纳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注册临床试验 “多纳非尼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

（HCC）的开放标签、随机对照、多中心Ⅱ/Ⅲ期临床研究（ZGDH3试验）” 已经完成，并于2020年5月上旬获

得NDA的正式受理。 ZGDH3试验的结论为：与索拉非尼相比，多纳非尼能够延长晚期HCC患者的总生存期

（OS）,�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并且多纳非尼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有望成为一线优选治疗。该项试验结

果在全球肿瘤学大会2020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2020� ASCO�年会）上进行了口头报告。 2020年7月，中

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正式公布新版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多纳非尼被列为晚期肝细胞癌（HCC）

一线治疗药物，并且是I级专家推荐和1A类证据。

多纳非尼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甲状腺癌、鼻咽癌等的临床试验正在开展中。 多纳非尼已经获得多项联合

免疫治疗的临床试验批准，这些试验已经或即将进入I/II期临床试验阶段。

重组人凝血酶的外科手术渗血适应症正在III期临床试验阶段。

盐酸杰克替尼片正在开展6个适应症的II期临床研究，包括：骨髓纤维化（MF）、重症斑秃、特发性肺纤维

化、强直性脊柱炎、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和中重度特应性皮炎。 公司也在同时探索盐酸杰克替尼片的其他适

应症的IND申请。

盐酸杰克替尼乳膏治疗轻中度斑秃（外用）和轻中度皮炎（外用）已启动I/II期临床试验。

注射用重组人促甲状腺激素已经进入II期临床试验阶段。

奥卡替尼胶囊正在开展针对一线治疗失败（克唑替尼/化疗）的ALK突变患者的II期临床试验、以及针对

脑转移的ALK突变患者的II期临床试验。

针对慢性肝病的2.1类新药ZG5266已经提交IND申请。

公司在IND研究阶段的新药包括： 小分子新药ZG0588及ZG170607、 抗肿瘤双靶点抗体新药ZG005及

ZG006、以及抗肿瘤三靶点抗体ZGGS001。

（3）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全球化专利布局进一步完善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泽璟已在全球不同国家申请137项发明专利，其中71项已获专

利授权，包括中国授权26项和境外授权45项。

控股子公司GENSUN已在全球不同国家申请发明专利17项，获得授权专利3项。

这些专利覆盖新药结构通式或基因序列、晶型、制备工艺、用途、制剂配方等，为公司产品

提供充分的和长生命周期的专利保护。

（4）持续招聘和引进各类型人才，做好生产准备和商业化运营前期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招聘和引进各类优秀人才，充实到研发、生产、市场等各个部门，公司

人员规模不断壮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员工304人，较2019年末增加26%，充分的人才储备将为公司下

一步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目前公司商业运营团队主要管理人员已经招聘到位，商业团队骨干均具有丰富的肿瘤药物销售经验，产

品上市前将完成整个商业运营团队组建，为产品上市销售做好充分准备。

公司同时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和宣导，致力于打造学习型组织，建成一支团结、求真、高效、创新的团队，致

力于创新药研发和生产。

（5）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管理体系建设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研发项目的持续推进，公司团队不断扩大，公司积极开展了组织架构调整和优化，进

一步完善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各项软硬件设施建设，提升公司的综合经营能力，建立了有效的运行、管理

与控制体制，确保公司各项业务发展计划的实施能够稳步有序地进行。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依据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20年1-6月

财务报表，本公司截止2020年6月30日暂无收入，执行新收入准则不影响公司的业务模式、合同条款、收入确

认，新收入准则实施前后收入确认会计政策无差异。 对首次执行日前各年（末）营业收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资产总额、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无影响。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88266

证券简称：泽璟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31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璟制药” 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0年8月14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8月4日以电子邮件

形式送达全体监事，与会的各位监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志刚先生

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半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

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0-03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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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12月31日作出的《关于同意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998号），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33.76元（人民币，下同），募集资

金总额为2,025,6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累计发生的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共计

117,379,245.32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908,220,754.68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 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0年1月20日出具

了XYZH/2020CDA50001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内。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88,182,102.98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0元，

2020年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288,182,102.98元 （包括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7,

419,999.56元。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25,600,000.00

减：相关发行费用 117,379,245.32

募集资金净额 1,908,220,754.68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包括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288,182,102.98

其中：新药研发项目（包括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265,843,203.97

新药研发生产中心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273,750.00

营运及发展储备资金 22,065,149.01

减：期末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570,000,000.00

加：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 1,954,815.39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5,426,532.47

截止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 57,419,999.56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公司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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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

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均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8112001018789999999 活期 52,388,300.5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

铁支行

32250198648409999999 活期 2,531,892.4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支行

89070078801300001472 活期 2,499,806.60

合计 / / 57,419,999.56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和上市发行工作的顺利推进，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和支付发行费用，截至2020年1月31日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

计人民币163,009,530.33元，其中：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158,110,330.33元。 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使用情况出具了《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鉴证报告》（XYZH/2020CDA50019）。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将163,009,530.33元募集资金转至公司自有资金银行账户，完成了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置换工作。 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且置换

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监管要求。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公司于2020年2月2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

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2月22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1,570,000,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金额（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赎

回

中信银行昆山支

行

共赢利率结构32511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结构性

存款

198,000,000.00 2020-2-25 2020-8-24 否

中信银行昆山支

行

中信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200118期

大额存

单

913,000,000.00 2020-2-25 可随时解付 否

浦发银行昆山支

行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0JG6674期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350,000,000.00 2020-3-25 2021-2-19 否

宁波银行昆山支

行

定期存款

定期存

款

50,000,000.00 2020-3-25 2020-9-25 否

建设银行昆山高

铁支行

“乾元-周周利” 开放

式资产组合型保本浮动

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周周利

理财

9,000,000.00 2020-4-28 可随时赎回 否

建设银行昆山高

铁支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35,000,000.00 2020-6-24 2020-12-24 否

建设银行昆山高

铁支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5,000,000.00 2020-6-24 2020-12-24 否

合计 / / 1,570,000,000.00 / / /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等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

形。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7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90,822.0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818.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8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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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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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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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药研 发

项目

无

145,

930.00

145,

930.00

145,

930.00

26,

584.32

26,

584.32

-119,

345.68

18.22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新药研 发

生 产中心

二期 工程

建设 项目

无

42,

458.00

42,

458.00

42,

458.00 27.38 27.38

-42,

430.62

0.06

2022

年1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营运及 发

展 储备资

金

无

2,

434.08

2,

434.08

2,

434.08

2,206.51 2,206.51 -227.57 90.65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190,

822.08

190,

822.08

190,

822.08

28,

818.21

28,818.21

-162,

003.87

15.1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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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二）募

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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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四）对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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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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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独家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协议签署概况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0年8月14日与控股子公司Gensun�

Biopharma,� Inc.（以下简称“GENSUN” ）签署《独家许可协议》，就三特异抗体新药ZGGS001进行合作开

发并获得在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专利独家授权（以下简称“本次合作” ）。

本次合作是基于公司此前与GENSUN签署的相关协议和补充协议，GENSUN向公司授予四个大分子候

选药物在大中华区 （包括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和台湾） 开发和商业化的永久、 排他许可， 公司有权从

GENSUN的产品管线中选定四个大分子候选药物。详见《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GENSUN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Zelgen� Holdings� Limited（中文名称：泽璟控股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GENSUN经完全摊薄（考虑GENSUN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后51%的股份。 GENSUN目

前在研10余个临床前项目，专注于研发肿瘤免疫治疗和肿瘤免疫微环境调节抗体药物的研发。

三、标的产品情况

GENSUN已经申请ZGGS001相关的PCT专利（专利号WO2020006511）,专利名称《三特异拮抗剂》，并

且获得了ZGGS001项目的美国专利授权（专利号US� 10,647,773� B2）。

ZGGS001是一种新颖的三特异性抗体分子，主要抑制肿瘤免疫和多条肿瘤血管生成途径、调节肿瘤微环

境。ZGGS001能同时结合并抑制三个不同靶点且无相互之间的活性及结合干扰，并显示良好的体内肿瘤生长

抑制作用。 此外，ZGGS001的表达、稳定性及成药性良好。 目前，本品处于临床前开发阶段。

四、协议主要条款

（一）交易金额及付款安排

公司将就此项授权许可分别向GENSUN支付如下许可费： ①固定款项： 于2021年12月31日之前向

GENSUN支付500万美元；②销售分成费：公司未来亦将按照约定在相应期限内支付相应产品大中华区年净

销售额的6%，支付直至相关专利权到期日或相关产品在大中华区的首次商业销售起8年孰早者为止。

（二）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合作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解释、管辖、诠释和运用，不影响所选择和与其存在冲突的法律原

则，被专利申请和授予所在国家的法律确定为影响该专利解释和效力的任何问题除外。

源自本协议或源自违反本协议规定或与其相关的任何争议、索赔或纠纷（如有）应通过双方诚意协商解

决。 在一方收到另一方提出的任何索赔或争议通知后应开始诚意协商。 如果双方未能在六十（60）天内通过

谈判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可提交至有管辖权的中国法院诉讼。

五、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通过取得GENSUN独家授权许可的方式选定其三个大分子候选药物产品

（ZG005、ZG006和ZGGS001）。

ZG005、ZG006和ZGGS001这三个抗体产品的布局，每个药物不仅具有单药治疗晚期肿瘤的潜力，未来

也有希望进一步增强产品管线的布局，研发更多的创新组合治疗，提升和巩固公司在肿瘤治疗领域和免疫治

疗领域的行业地位。

本次合作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扩展产品管线，为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提供治疗选择，从而进一步完善公

司市场布局。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近期的正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本项目为全新蛋白质药物，GENSUN已经在作用机制、药学、临床前药效学方面，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可

以成为本项目后续开发的技术基础。 但是，创新药物的研发存在不确定性，其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适应症

选择以及所选择的适应症能否获得临床试验的成功，均存在不确定性。 在项目开发进程中，公司将努力降低

失败风险，谨慎选择适应症，争取将本品成功开发为一个创新蛋白质药物。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

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积极推进本次合作，并及时对后续进展情

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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