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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基因”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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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年 6月 23日签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华

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023号），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100,0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13.6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46,964,000.00元。2017年 7月 11日，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扣减承销及保荐费人

民币 49,781,886.79 元及其税金人民币 2,986,913.21 元后的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

494,195,200.00 元，分别向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港支行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745869163051 汇入人民币 117,747,400.00 元，向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背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4250100001800001041 汇

入人民币 159,963,000.00元，向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601789632 汇入人民币 216,484,800.00 元。扣除上述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49,781,886.79 元以及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3,320,773.59 元（其中：律师

费人民币 5,358,490.57元，审计验资费人民币 3,660,377.36元，信息披露费人民

币 3,877,358.49元，发行手续费及股票登记费等人民币 424,547.17元）后，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3,861,339.62元。本次公开发行新增注册

资本实收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安永华明(2017)验

字第 61098952_H01号验资报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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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于 2020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人

民币 33,403,365.29 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88,545,914.88 元，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0.00元，募集资金专户中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投资者

的利益，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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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制定了《深圳华大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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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公司于 2015年 6月 22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批准通过。公司依照该制度严格执行，确保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规范。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以及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

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2017 年 9月 4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北支行以及武汉华

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2017 年 9月 1日，公司与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以及天津

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2017 年 9月 1日，公司

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以

及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2017 年 9月 1日，

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以

及深圳华大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一致，实际履行情况

良好。 

于 2017年 9月 1日，公司将人民币 82,308,400.00元募集资金由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拨付至深圳华大临床检验中心在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东门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账号：

10859000000391587）；于 2017年 9月 1日，公司将人民币 62,999,400.00元募集

资金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拨付至天津华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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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

专户中（账号：41017400040034681）；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公司将人民币

71,177,000.00 元募集资金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募集资金专

户拨付至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账号：127906593610704）；于 2017年 9月 1日，公司

将人民币 107,413,539.62元募集资金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港支行的募

集资金专户拨付至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前海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账号：15000089355898）；于 2017年 9月 4日，

公司将人民币 159,963,000.00元募集资金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背

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拨付至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深圳红荔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账号：944034010000117581）。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日注销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的募集

资金专户（账号：10859000000391587），于 2019年 12月 3日注销了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41017400040034681），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注销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127906593610704），于 2019年 12月 3日注销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5000089355898），并将募集资金专户注

销时节余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人民币 59,413.73 元转出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证上

[2020]499号）第 6.3.6条的规定，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500万元

人民币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5%的，可以豁免履行董事会审议等程序。专

项账户注销后，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于 2020年 6月 30 日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 

金额 

A 

截至 2020

年 06月 30

日已投入募

投项目金额 

B 

利息收入扣

除手续费支

出 

C 

销户节余

募集资金

利息转出 

D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E=A-B+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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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解决方案

平台升级

项目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东门支行 

1085900000

0391587 
8,230.84 8,244.68 13.85 0.01 

2019年 

已销户 

医学检验

解决方案

平台升级

项目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东部

支行 

4101740004

0034681 
6,299.94 6,325.04 31.02  5.92 

2019年 

已销户 

医学检验

解决方案

平台升级

项目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盐田支行 

1279065936

10704 
7,117.70 7,145.81 28.12 0.01 

2019年 

已销户 

基因组学

研究中心

建设项目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前海分行 

1500008935

5898 
10,741.35 10,787.66 46.31 - 

2019年 

已销户 

信息系统

建设项目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红荔支行 

9440340100

00117581 
15,996.30 16,345.46 349.16 - - 

合计 48,386.13 48,848.65 468.36 5.94 - 

注 1：上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

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于 2017年 8月 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29日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5,079,068.28元，本次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安永华明（2017）专字第 61098952_H08号专项鉴证报告鉴证。 

3、募集资金以增资形式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于 2017年 8月 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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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以下简称“《增资议案》”）。《增资

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形式，使用 2017 年度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深圳

华大临床检验中心、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以及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

公司增资，专项用于“医学检验解决方案平台升级项目”的建设需要；对子公司天

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增资，专项用于“基因组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

需要；对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增资，专项用于“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的建

设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增资的事项。 

4、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于 2017年 8月 1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为配合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8年 4月 19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定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额度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 2亿元，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购买

安全性高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授权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均对该事项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事项。于 2019年 4月 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使用额度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的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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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2月注销医学检验解决方案平台升级项目和基因组学研究中

心建设项目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时节

余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人民币 59,413.73元转出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证上[2020]499

号）第 6.3.6条的规定，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500万元人民币且

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5%的，可以豁免履行董事会审议等程序。专项账户注

销后，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截至 2020 年 6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0.00 元，已全部使用

完毕。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未发生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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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深

证上〔2020〕499号）等文件规定和《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执行。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

金使用相关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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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况。 

六、核查结论意见 

保荐代表人和持续督导专员通过获取资料、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华大基

因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包括：查阅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支付凭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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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报告等资料，并与公司高管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华大基因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上述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为本核查意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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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8,386.1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40.3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854.5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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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投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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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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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医学检验解

决方案平台升

级项目 

否 21,648.48 21,648.48 - 21,715.53 
67.05 

（注 1） 
100.31 2019/01/01 16,133.99（注 2） 是 否 

二、基因组学研

究中心建设项

目 

否 10,741.35 10,741.35 - 10,787.66 
46.31 

（注 3） 
100.43 2019/01/01 

不适用 

（注 4） 
不适用 否 

三、信息系统建

设项目 
否 15,996.30 15,996.30 3,340.34 16,345.46 349.16 102.18 

2020/07/01 

（注 5） 

不适用 

（注 6） 
不适用 否 

四、永久补充流 不适用 - - - 5.94 5.9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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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注 7） 

合计 —— 48,386.13 48,386.13 3,340.34 48,854.59 468.46 —— —— 16,133.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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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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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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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东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节余利息收入人民币 0.01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东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节余利息收入人民币 5.92万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节余利息收入人民币 0.01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0.00元，已全部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1：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人民币21,715.53万元，包括募投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占项目总投资额的100.31%。 

注2：公司结合各募投项目招股说明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信息，理解净利润为衡量项目收益的关键财务数据，因此确定以净利润作为募投项目在完成整个生产周期前评价实际效

益和预计效益的主要指标。净利润的计算公式如下：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税金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信用减值损失-所得税费用 

注3：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人民币10,787.66万元，包括募投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占项目总投资额的100.43%。 

注4：本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而是用于公司加强对产业新技术、新工艺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优化生产流程并提高生产效率，进而达到经营效益提升的目的。 

注5：项目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后，由原计划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2019年7月1日延期至2020年7月1日，详情见《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公告》。 

注6：本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但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紧密相关，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度和透明度，整合公司业务体系，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公司的科

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注7：因医学检验解决方案平台升级项目已完成，公司以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节余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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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署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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