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简称 *ST 保千 

保荐代表人 孙涛、高伟 上市公司代码 60007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03号文）核准，江苏保千里视像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保千里”、“上市公司”或“公司”）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3,836,049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4.86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1,988,803,688.1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9,766,397.19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59,037,290.95元。 

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东北证券”、“保荐机构”或“我司”）作为保千里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对保千里进行持续督导。东北证券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和不定

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进行持续督导，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7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

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

相应的工作计划。 

东北证券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导制度，

已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

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

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 

东北证券已与保千里签订持续督导协议，协议已明

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

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2017年持续督导期间，东北证券通过日常沟通、定

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核查及走访等尽职调查方

式，对公司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

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

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 

不存在公开发表声明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

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

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2017年12月11日，上市公司收到证监会《调查

通知书》（编号：苏证调查字2017090号）：“因你公

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进行立案

调查，请予以配合。” 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上市

公司立案调查事项的进展。 

2、2017年12月18日，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庄敏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

苏证调查字2017091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违

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我会决定对你进行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保

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原实际控制人庄敏立案调查事

项的进展。 

3、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庄敏涉嫌以对

外投资收购资产、大额预付账款交易、违规担保等

事项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由于保荐机构获取的资料

有限和核查工作受限，无法核实庄敏涉嫌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性质和金额。 

4、保千里电子2017年度实际业绩及净利润大幅度

下降，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相关重组方需要进行业

绩补偿。（详见上市公司公告2018-042号公告）。东

北证券对该事项进行了核查，详见2018年4月28日

公告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保千里视

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核查意见及致歉声明》。 

5、庄敏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不侵占公司利益的承诺。庄敏涉嫌以对外投资收购

资产、大额预付账款交易、违规担保等事项侵占上

市公司利益，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庄敏涉嫌违反

了上述承诺。庄敏出具了保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庄敏凌驾于公司内部控制之上， 违反了上述承诺。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多次培

训，向上市公司下发多封关注函，督导其遵守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违法违规、违背承诺事项见5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

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

1、东北证券已督促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和内部

控制制度。 



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2、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停滞，大量员工离职或不在

岗，虽然保荐机构向公司下发了详细的核查资料清

单，但保荐机构获取的资料有限和核查工作受限，

保荐机构无法对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进行全面判断。 

3、根据公司提供的部分资料，保荐机构发现保千

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存在如下问题： 

（1）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庄敏涉嫌以

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大额预付账款交易、违规担保

等事项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存在凌驾于内部控制之

上的重大风险。 

（2）由于公司目前资金短缺、生产经营处于停滞

状态，大量员工离职或出现不在岗的情况，组织机

构较难正常运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无

法得到保证。 

（3）上市公司存在部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未履

行相关决策程序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2017年半年报披露，鲸宇（天津）科

技有限公司、广西广睿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

关联方。2017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接受鲸宇（天津）

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合作开发服务34,905,660.49元，

未履行关联交易相关决策程序；上市公司以

36,182,514.65元向广西广睿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广西菱龙汽车有限公司股权，未履行关联交易

相关决策程序。上述情况已在2017年12月27日公告

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专项现场检查报告》披露。 

根据公司公告，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

有限公司、深圳市图雅丽特种技术有限公司存在由

原实际控制人庄敏主导下的涉嫌违规担保事宜，涉

及承担担保责任金额合计约为 6.52 亿元。上述担

保均未按照上市公司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4）上市公司存在其他资金占用事项 

根据公司 2017 年年报，除庄敏涉嫌占用公司子资

金外，公司目前还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

保荐机构高度关注资金占用事项，正在对其他关联

方资金占用事项全面开展核查工作，对资金占用的

性质、金额进一步核实中。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

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

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

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

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

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

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详见“二、信息披露及其审阅情况”。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详见“二、信息披露及其审阅情况”。 

http://122.96.62.234/EquitySalesWeb/F9/BulletinNews/Bulletin.aspx?Version=2&Remarks=SmartReader&NewTerminal=true&WindCode=600074.SH&lan=cn#file_9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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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

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1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

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

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

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证券交易所报告。 

详见“二、信息披露及其审阅情况”。 

12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1、2017年持续督导期间，保千里及原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庄敏、原副总裁童爱平、原副总裁王务

云于2017年8月1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编号：【2017】78号）。 

2、保千里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监管工作函，

分别为：（1）2017年8月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17】2095号）；（2）2017年8月23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

2139号）；（3）2017年10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下发的《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2276

号）；（4）2017年11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2325

号）；（5）2017年12月2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2452

号）。（6）2018年5月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

发的《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8】

0435号）。 

3、保千里于2017年11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保千里视

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2017]65 号）。 

4、针对保千里、庄敏等被行政处罚事项，我司督

促公司就虚构协议造成的损失向相关方追偿，制定

可操作的赔偿方案，尽快落实赔偿事项并对外披露

相关情况，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5、针对保千里收到上交所出具监管工作函事项。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严格按照监管工作函的要求核

查相关事项，如实对外披露。 

6、针对保千里收到江苏证监局下发的责令改正措

施事项，我司督促上市公司进行整改，组织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有关证券

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并针对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

事项我司进行现场检查。 

13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

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违法违规、违背承

诺事项见5 

14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

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

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

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详见“二、信息披露及其审阅情况”。 

15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

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上市

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

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

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

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

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

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

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

形。 

详见“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管理办法》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交易

所报告的事项”。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

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

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

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

套期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

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由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庄敏涉嫌资金占用，保荐机

构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向保千里发送了现场检查

所需资料清单，并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对保千里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现场

检查重点关注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庄敏涉嫌资金占

用、公司募集资金状况等情况。现场检查的具体情

况详见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告的《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机构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27 日对保千

http://122.96.62.234/EquitySalesWeb/F9/BulletinNews/Bulletin.aspx?Version=2&Remarks=SmartReader&NewTerminal=true&WindCode=600074.SH&lan=cn#file_9_1
http://122.96.62.234/EquitySalesWeb/F9/BulletinNews/Bulletin.aspx?Version=2&Remarks=SmartReader&NewTerminal=true&WindCode=600074.SH&lan=cn#file_9_1
http://122.96.62.234/EquitySalesWeb/F9/BulletinNews/Bulletin.aspx?Version=2&Remarks=SmartReader&NewTerminal=true&WindCode=600074.SH&lan=cn#file_9_1


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

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0%以上；（七）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里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中核查了公司业绩亏

损情况及原因。 

17 现场检查情况 

由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庄敏涉嫌资金占用，保荐机

构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向保千里发送了现场检查

所需资料清单，并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对保千里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本次

现场检查重点关注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庄敏涉嫌资

金占用、公司募集资金状况等情况。现场检查的具

体情况详见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告的《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另外，东北证券保荐代表人于2018年4月16日至4

月27日 对保千里进行了现场检查。本次现场检查

的详细情况详见东北证券出具的《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度持续督导的现场检查报

告》。 

18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

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东北证券已持续关注保千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核对募集资金专户的

银行对账单。保荐机构对保千里募集资金情况进行

了核查，并出具了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核查报告。募集资金核查的具体情况详见

2018年4月28日公告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核查报告》。 

二、保荐人对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审阅了保千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2017

年持续督导期间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包括董事会决议及公告、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及公告、监事会会议决议及公告、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相关报告及其

他信息披露文件。 

针对公司历次信息披露中保荐机构认为需要关注的事项，包括庄敏涉嫌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保千里资产冻结、保千里经营情况、保千里对外投资情况、保千

里股东股权冻结、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等事项，保荐机

构及时向公司下发核查资料清单和关注函，要求上市公司提供相关资料，督导上

http://122.96.62.234/EquitySalesWeb/F9/BulletinNews/Bulletin.aspx?Version=2&Remarks=SmartReader&NewTerminal=true&WindCode=600074.SH&lan=cn#file_9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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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荐机构还采取对上市公司定期不定期回访、进行现

场检查、访谈客户供应商及其他相关方等多种方式核查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对于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保荐机构向公司下发了核查资料清单，

针对相关事项开展了核查工作。对于上市公司对外投资事项，保荐机构查阅了上

市公司对外投资履行的主要程序、对外投资企业的基本信息，对部分被投资单

位和交易对方进行了实地走访。对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保荐机构审阅了

相关协议，要求相关方说明情况、进行访谈。 

保荐机构虽执行了上述程序，但由于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庄敏涉

嫌以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大额预付账款交易、违规担保等事项侵占上市公司利

益，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证，保荐机构获取的资料有限和

核查工作受限，保荐机构无法保证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规定应向中

国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持续督导过程中，针对保荐机构认为需要关注的事项，保荐机构及时向上市

公司下发了关注函和核查资料清单，但保荐机构获取的资料有限和开展的核查工

作受限。保荐机构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2018 年 4 月 27 日对上市公司进行了现

场检查，针对上市公司历次未提供的资料和未开展的事项，再次要求上市公司提

供和开展。 

但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处于停滞状态，大量员工离职或出现不在岗的情况，组

织机构较难正常运行。截至目前，公司提供了部分资料，尚有资料和事项并未配

合提供和开展。根据公司提供的部分资料，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如下问题：  

（一）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庄敏涉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庄敏涉嫌以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大额预付

账款交易、违规担保等事项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庄敏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不侵占公司利益的承诺。庄敏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上述承诺。 



公司已于 2017年 12月 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定就庄

敏涉嫌侵占公司利益事宜向证券监管部门及公安机关报案，将相关情况及证据

材料移送至证券监管部门、司法机关进一步核查。由于保荐机构获取的资料有

限和开展的核查工作受限，暂无法核实庄敏涉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性质和金

额。保荐机构将继续要求公司提供有关资料并进行相关的核查工作，对公司进

行持续关注和督导。  

（二）保千里电子未完成业绩承诺，相关补偿协议存在违约风险 

庄敏、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海昌、庄明及蒋俊杰（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对方”）在借壳上市中做出的关于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并未实现，交易对方需以其所合计持有的借壳上市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的总数 1,359,971,698 股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对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处于冻结或质押状态。在上市公

司公告 2017 年度业绩预告后，东北证券已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向上市公司发送

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

业绩承诺补偿的提示函》，提示上市公司督促交易对方提前做好履行股份偿还的

计划，但是鉴于本次交易对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处于冻结或质押状态，就其重组

业绩承诺所涉股份补偿的履行事宜存在重大违约风险。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的核查情况详见 2018 年 4 月 28 日公告的《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及致歉声明》。 

（三）公司存在重大经营风险，募投项目无法正常实施 

公司存在重大经营风险，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已被冻结，大量应收账款与预付

账款目前未能收回，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公司经营状况恶化，订单大幅减少，

人员不断流失，生产经营处于停滞状况。保千里因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处罚及立案，很可能持续面临较多诉讼或仲裁，包括债权人诉讼

和员工、投资者索赔等事项。 



另外，截至目前，公司所有募投项目建设均处于停滞状态，公司募集资金账

户已冻结，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地点已退租，募集资金中存在大额预付账款保荐机

构无法核查，募投项目无法正常实施。 

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的核查情况详见 2018 年 4 月 28 日公告的《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四）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公司独立性无法得到保证 

公司目前资金短缺、生产经营处于停滞状态，大量员工离职或出现不在岗

的情况，组织机构较难正常运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

证。 

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庄敏涉嫌以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大额预付

账款交易、违规担保等事项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存在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凌驾于

公司内部控制之上的重大风险，公司独立性无法得到保证。庄敏出具了《关于保

证独立性的承诺函》，原实际控制人庄敏违反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五）公司存在部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 2017 年半年报披露，鲸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广睿

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2017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接受鲸宇（天津）

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合作开发服务 34,905,660.49 元，未履行关联交易相关决策

程序；上市公司以 36,182,514.65 元向广西广睿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广西

菱龙汽车有限公司股权，未履行关联交易相关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公告，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图雅

丽特种技术有限公司存在由原实际控制人庄敏主导下的涉嫌违规担保事宜，涉

及承担担保责任金额合计约为 6.52 亿元。上述担保均未按照上市公司规定履

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六）公司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根据公司 2017 年年报，公司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具体如下： 



序号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2017 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万元） 占用性质 

1 吕刚 控股子公司股东 2000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 陈颂敬 控股子公司股东 7100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3 
深圳市拨信科技有

限公司 
其他参股公司 0.67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4 
深圳市安威科电子

有限公司 
未并表控股公司 946.4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5 
深圳市嘉洋美和电

池有限公司 
其他参股公司 7,870.90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6 
深圳市紫色晴空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未并表控股公司 2.93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合计 17,920.90 - 

东北证券高度关注资金占用事项，正在对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开展核查

工作，对资金占用的性质、金额进一步核实中。 

以上事项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备案，同时向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报

备。 



（此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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