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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8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特一药业 

保荐代表人姓名：欧阳志华 联系电话：13910426331 

保荐代表人姓名：何雨华 联系电话：15602991277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

来的信息披露文件由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

表人认真审阅后，再报交易所公告。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

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

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

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建立、健全了《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

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

作细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投资者

关系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财务管理

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制度。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相关规章制度均得到有效

执行。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4,000,000.00 元，利息为 12,776.67 元，扣除承

销费用、保荐费用等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346,357,376.67 元。 

公司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江门支行（账号

607216669）、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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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757901318010188）开设了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

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在

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台城信用社（账号

80020000011457115）、全资子公司广东特一海力药

业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

（账号 653569524588）开设了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

户。 

2017 年 12月 26 日，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

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台城信用社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与广东特一海力药业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累计

投入 47,595,306.00 元，募集资金余额（包括累计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10,813,846.39 元，其中：暂存理财产品投资账户

余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 115,000,000.00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

额为人民币 175,813,846.39 元。 

2018 年度，每月由银行抄送对账单，保荐代表

人查询 1 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

露文件一致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情况与信息披露文件一

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018 年度列席 2 次。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2018 年度列席 3 次。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2018 年度列席 3 次。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018 年度，保荐代表人于 12 月 24-25 日对公

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

治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

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募集资金使用、业

绩情况、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等。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现场检查报告已按要求上传至保荐业务专区。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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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2018 年度保荐人对公司发表的独立意见共 6

次，具体为：3 月 21 日发表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和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核查意见；10

月 11 日，发表关于公司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12 月 29 日

发表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公司不存在需要保荐代表人向交易所报告的情

形，保荐代表人也未曾向交易所报告。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3）报告事项的进展情况或整改情况 无。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整改情况 无。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1 次。 

（2）培训日期 2018 年 12月 25 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

订）新修订的相关内容以及 2018 年再融资有关政策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 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三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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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

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公司或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

的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

况、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

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 

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

因及解决措施 

1.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损失的相

关承诺及相应约束措施 

首发时公司及控股股东作出了相关承诺，详见公司首发招股

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二）”。该承诺长期有效。 

是 不适用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中部分条款：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指复权后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该条款的承诺内容在 2018

年度内仍有效。 

是 不适用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 

详见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一、（二）控股 、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

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承诺： 

    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相关主体所作出的承诺，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10 号披露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郭文俊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特一药业

保荐代表人。国信证券特委派欧阳志华先生接

替郭文俊先生担任特一药业保荐代表人，继续

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直至持续督导期结

束。上述事项已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公告。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其

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无。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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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8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欧阳志华            何雨华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