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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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300888     证券简称：稳健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4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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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

告格式（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就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注：本文中的数

字加计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尾差）：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822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4.30 元，共计募集资金

371,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15,615.07 万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为

355,884.93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584 号《验资报告》。  

 

(二)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度，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87,378.12 万元，其中：募投项目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 33,847.82 万元。 

截止 2022 年上半年度，本公司实际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19,621.78 万元，其中：募投

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02,191.49 万元（包括累计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68,802.34 万元

及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33,389.14 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累计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117,430.3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余额 

募集资金净额    355,8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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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余额 

加：银行理财收益（含税）                  9,584.24  

 专户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1,257.7 

减：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19,621.78 

 其中：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68,802.34  

 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33,389.14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7,430.3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47,105.14  

  其中：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405.60  

 现金管理余额   143,699.54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使用风

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公司全部募集资金账户已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详见下表： 

协议名称 甲方 乙方 丙方 签订日期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0/9/25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黄冈）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龙华支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0/9/27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0/9/28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安联支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0/9/28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0/9/28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安联支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1/2/25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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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1/3/1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嘉鱼）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1/3/1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1/5/25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五方监管协议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 

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021/6/16 

相关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差异。本公司开立了专项

账户存储募集资金，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上述

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专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

状态 

初始存放

金额 
已使用金额 

现金管理

金额 

利息收入

（扣减费

用）净额 

余额 

稳健医疗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19200188000681540 正常 18,881.05 9,454.62 9,900.00 583.68 110.12 

稳健医疗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4000026629203435111 正常 113,319.00 117,430.30 - 4,122.54 11.23 

稳健医疗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安联支行 
755901385510508 正常 60,456.87 26,572.76 35,714.65 1,846.70 16.16 

稳健医疗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8110301012800560933 正常 5,000.00 3,477.02 1,650.00 152.73 25.72 

稳健医疗（武

汉）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8110301012500545773 正常 15,542.15 6,089.33 10,000.00 554.97 7.79 

稳健医疗（武

汉）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4000026629203489446 正常 60,000.00 37,756.67 20,968.70 1,073.86 2,348.48 

稳健医疗（黄

冈）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龙华支行 
770574010590 正常 21,685.86 8,679.05 13,766.19 799.83 40.45 

稳健医疗（嘉

鱼）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4000026629203458950 正常 40,000.00 6,408.63 34,200.00 1,123.10 514.47 

深圳全棉时代

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19200188000697077 正常 8,000.00 1,868.83 6,100.00 241.67 272.85 

深圳全棉时代

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8110301013100574786 正常 3,000.00 555.91 2,500.00 65.83 9.91 

深圳津梁生活

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安联支行 
755944421510903 正常 10,000.00 1,328.67 8,900.00 277.09 48.42 

合 计       355,884.93 219,621.78 143,699.54 10,841.99 3,405.60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投项目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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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

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议案主要内容如下：为进一步提高生产、管理

效率及资源综合利用率，把握市场发展机遇，更好推进募投项目实施，公司拟以部

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

点。具体如下： 

①“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原实施主体是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根据公司自

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拟增加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②“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的原实施主体是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拟增加公

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的实

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8,000

万元，资金专用于募投项目。 

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原实施主体是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拟增加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

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10,000 万

元，资金专用于募投项目。 

上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业务快速发展，原计划实施地点难以

满足本募投项目对空间等特定配套环境条件的要求，同时，基于公司整体规划和合

理布局的需求，充分发挥公司内部资源的整合优势和深圳地域区位优势，进一步提

高协同创新能力和人才吸引力度，公司即在原实施地点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

的经营地址（武汉阳逻经济开发区武阳大道(北)8 号）的基础上，将实施地点扩展至

深圳市龙华区布龙路 660 号稳健工业园。公司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是实

施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的重要布局，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募投项目的实施，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

实施方式、延长建设期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

方式，为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增加全资

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线上营销的相关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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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10 月 12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635 号《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验证。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3,371.73 万元。独立董事和保荐

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募集资金置换已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完成。   

 

本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新增项目开立银行账户并置换预先投入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0,017.42

万元。上述资金置换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1]第 ZI10031 号《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

项审核报告》鉴证。其中：武汉二期扩建项目已投入 8,589.42 万元，稳健医疗（嘉

鱼）科技产业园项目已投入 1,428.00 万元，公司在 2021 年 2 月和 3 月从超募集资金

专户分别转出 1,428.00 万元和 8,589.42 万元用于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新项目的

自筹资金。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总额度不超过 25.9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办理定期存款，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202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 2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办理定期存款，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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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余额为 143,699.54 万元。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63,90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0 年 11 月 2 日，超募资金

63,900.00 万元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的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如下：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40,000.00 万元用于投资稳健医疗（嘉

鱼）科技产业园项目，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总额（万元） 
实施主体 

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    90,000.00    40,000.00   稳健医疗（嘉鱼）有限公司   

上述项目位于湖北省嘉鱼经济开发区内，北邻园区二路，南至园区三路，东靠嘉鱼

大道，西接十景辅路区域内地块，总用地面积约 451 亩。项目依托自主研发专利技

术成果，立足企业在行业内现有优势，以天然棉花为主要原材料，创新改进脱脂和

水刺工艺技术，综合利用高压“水针”等高效生产工艺技术，拟建设水刺、洗护、

湿巾、医用棉/纱布/无纺布、手部消毒液等产品生产项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述项目投入总金额为 6,408.63 万元。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的议案》。议案主要内

容如下：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60,000.00 万元用于投资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总额（万元） 
实施主体 

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     150,000.00     60,000.00   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包括非织造卷材中心、灭菌加工中心、国内医疗销售营销中

心、湖北区域总部智能配送中心、华中区域总部及集团第二研发中心等六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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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约 15 亿元，由公司全额投资，自主经营。通过项目建设提高企业产能，扩大

市场占有率，使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规模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述项目投入总金额为 37,756.67 万元。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9,419.00 万元及对应现金收益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58,042.88 万元，其中：现

金管理余额为 55,168.70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874.18 万元。 

 

（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余额为 143,699.54 万元，详见“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专户存款余额 3,405.60 万元将继续专户存储，

并根据计划投资进度使用。 

 

（九）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

实施方式、延长建设期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部分募投项目延长建设

期，受疫情影响，公司项目考察、设备引进、厂房实验室以及生产线建设等工作进

度不及预期，导致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高端敷料生产线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和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投资进度晚于原先规划。经过审慎研究，公司对前述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

实施方式、延长建设期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

方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因公司战略调整，营销网络项目终止津梁生活相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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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中津梁生活剩余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约为人民币

8,964.26 万元（含理财产品收益）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

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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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 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5,884.9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7,378.1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8,787.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9,621.7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8,787.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4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止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止期末投入进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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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高端敷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21,685.86 21,685.86 5,480.68 8,679.05 40.02% 2024 年 9 月 注 1 不适用 否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是 70,456.87 61,669.87 6,063.30 27,901.43 45.24% 2024 年 9 月 注 1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23,542.15 23,542.15 2,748.20 10,122.26 43.00% 2024 年 9 月 注 1 不适用 否 

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 否 26,881.05 26,881.05 1,286.11 11,323.44 42.12% 2024 年 9 月 注 1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787.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42,565.93 142,565.93 15,578.29 58,026.18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113,319.00 53,530.30 117,430.30 103.63%-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 ——  40,000.00 1,197.19 6,408.63 16.02% 2023 年 6 月 注 1 不适用 否 

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 ——  60,000.00 17,072.35 37,756.67 62.93% 2022 年 12 月 注 1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213,319.00 71,799.84 161,595.60       

合计  142,565.93 355,884.93 87,378.13  219,621.7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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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 63,9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的议

案》。议案主要内容如下：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40,000.00 万元用于投资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预计项目总

投资 90,000.00 万元，实施主体为稳健医疗（嘉鱼）有限公司。该项目位于湖北省嘉鱼经济开发区内，北邻园区二路，南至园区三路，东靠嘉鱼大道，西接十景

辅路区域内地块，总用地面积约 451 亩。 项目依托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成果，立足企业在行业内现有优势，以天然棉花为主要原材料，创新改进脱脂和水刺工艺

技术，综合利用高压“水针”等高效生产工艺技术，拟建设水刺、洗护、湿巾、医用棉/纱布/无纺布、手部消毒液等产品生产项目。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

述项目投入总金额为 6,408.63 万。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的议案》。议案

主要内容如下：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60,000.00 万元用于投资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预计项目总投资 150,000.00 万元，实施主体为

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项目包括非织造卷材中心、灭菌加工中心、国内医疗销售营销中心、湖北区域总部智能配送中心、华中区域总部及集团第二研发

中心等六大中心，由公司全额投资，自主经营。通过项目建设提高企业产能，扩大市场占有率，使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规模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上述项目投入总金额为 37,756.67 万。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 49,419.00 万元及对应现金收益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议案主要内容如下：为进一步提高生产、管理效率及资源综合利用率，把握市场发展机遇，更好推进募投项目实施，

公司拟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其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原实施主体是稳健医疗（武汉）

有限公司，根据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拟增加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相应增加项目实施地点

深圳市龙华新区布龙路 660 号稳健工业园。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调整实施方式、延长建设期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增加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

代科技有限公司线上营销的相关投入，同时因战略调整，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终止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建设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新增项目开立银行账户并置换预先

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0,017.42 万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 2 月 23 日出

具的信会师报字[2021]第 ZI10031 号《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鉴证。其中：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新投资项目的实

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10,017.42 万元，其中：武汉二期扩建项目已投入 8,589.42 万元，稳健医疗（嘉鱼）科技产业园项目已投 1,428.00 万元，公司在 2021 年 2 月

和 3 月从超募集资金专户分别转出 1,428.00 万元和 8,589.42 万元用于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新项目的自筹资金。 

本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3,371.73 万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10 月 12 日出具的信会师

报字[2020]第 ZI10635 号《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鉴证。其中：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

民币 23,371.73 万元，其中：高端敷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已投入 2,650.62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投 11,007.94 万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投入 5,021.74 万元，

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已投入 4,691.43 万元，公司在 2020 年 10 月和 11 月从募集资金专户分别转出 7,342.04 万元和 16,029.68 万元用于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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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47,105.14 万元，其中：现金管理余额为 143,699.54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405.60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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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情况 

注：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成，尚不能计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效益。 

2.超募资金补流进度为 103.63%，是超募资金产生的理财收益一并补流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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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2 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止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止期末投入进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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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61,669.87 6,063.30 27,901.43 45.24% 2024 年 9 月 - 不适用 否 

合计 - 61,669.87 6,063.30 27,901.43 45.24% 2024 年 9 月 - 不适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因公司战略调整，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方式、延长建设期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终

止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建设投资。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披露《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方式、延

长建设期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成，尚不能计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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