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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合称“联席

保荐机构”）作为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能源”）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目前，持续

督导期限已满，联席保荐机构现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出具本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2、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1、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

18A、24A、25A、26A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

18A、24A、25A、26A 

法定代表人 刘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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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廖君、江禹 

联系人 廖君 

联系电话 010-56839300 

2、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8 号 28 层 

办公地址 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16 楼 

法定代表人 王承军 

保荐代表人 施伟、朱明 

联系人 朱明 

联系电话  027-85481899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883 

公司简称 湖北能源 

注册资本 6,507,449,486 元  

注册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96 号 

联系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37 号 

法定代表人 肖宏江 

董事会秘书 周江 

联系电话 027-86606100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6 年 1 月 4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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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尽职推荐阶段 

联席保荐机构积极组织协调各中介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按照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湖北能源进行尽职调查。提交推荐文件

后，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

见进行答复，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交易所

上市规则的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上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1、督导湖北能源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并切

实履行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关注湖北能源各项公司治理制度、内控制度、信息

披露制度的执行情况，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源和

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制度，督导湖北能源合法合规经

营。 

2、督导湖北能源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法律法规存放和管理本次募

集资金，持续关注湖北能源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募投项目进展，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建设，协助公司制定、完善相关制度。 

3、督导湖北能源严格按照《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公司的定期报告等公开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

未事先审阅的，均在公司进行相关公告后进行了及时审阅。 

4、督导湖北能源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进

行操作和管理，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信息披露制度及关联交易定

价机制。 

5、定期或不定期对湖北能源进行现场检查，与发行人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

访谈，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募集资金专项检查意见、持续督

导现场检查报告和年度报告书等材料。 

6、持续关注湖北能源股东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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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在履行对湖北能源的保荐职责中未发生重大事项。 

 

六、对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一）尽职推荐阶段 

在联席保荐机构对湖北能源履行保荐工作职责期间，发行人能够及时向保荐

机构、会计师及律师提供本次发行所需的文件、材料及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

文件、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尽职核查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二）持续督导阶段 

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能够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及时、准确地

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联席保荐机构

并与联席保荐机构沟通，同时应联席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发行人能够

积极配合联席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查等督导工作，为保荐工作提供了

必要的协助。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

价 

在尽职推荐阶段，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出具专

业意见，并积极配合联席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作。 

在持续督导阶段，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出

具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意见。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职地履行各

自的工作职责。 

 

八、对发行人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联席保荐机构对湖北能源非公开发行完成之

日起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在交易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及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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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联席保荐机构认为，持续督导期内湖北能源信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湖北能源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一

致，披露内容比较完整，不存在重大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九、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1、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496 号）核准，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606,575,126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20 元。截止 2012 年 9 月 18

日，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6,575,126 股，募集资金总

额 3,154,190,655.2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

行费用 39,390,657.5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14,799,997.68 元。上

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大信验字［2012］第

2-0046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211.43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息累计收入 3,900.46 万元、支付手续费

2.05 万元。 

2、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04 号）核准，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1,158,699,808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23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58,699,808 股，募集

资金总额 6,06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

露等发行费用 32,815,869.9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27,184,130.02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大

信验字[2015]第 2-0012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211.49 万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息累计收入 603.84 万元，投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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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净收益 925.57 万元，支付手续费 1.87 万元。 

联席保荐机构认为，湖北能源能够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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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制度的要求，进行募集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有效执行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募集资金存放在

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不存在改变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 

 

十、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湖北能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联席保荐机构将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至湖北能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完毕。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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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

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廖君                    江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江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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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

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长江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公司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施伟                    朱明 

 

 

法定代表人：               

               王承军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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