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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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统股份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航飞 联系电话：15168305919 

保荐代表人姓名：夏翔 联系电话：1396804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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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的次数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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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

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

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独立董

事认可，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华统股份将原募投项

目“年屠宰生猪 50万头及 1万吨肉制品

加工项目”中的“1 万吨肉制品加工项

目”变更为“仙居县河埠路拆迁安置

（屠宰场）建设项目”。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次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1次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不适用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1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

定报送 
是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

改情况 

1、2018 年 10 月 30 日，华统股份持股

5%以上股东甲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甲统股份”）通过大宗交易减

持了 25万股股份。甲统股份在上述股份

减持前未预先披露减持计划，违反了其

作出的承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将通知华统股份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公

告减持计划，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8

年 10 月 31 日，华统股份发现甲统股份

所持股份发生变动后，立即向甲统股份

进行了核实，并要求其停止违反承诺的

减持行为。甲统股份认识到该次减持属

违反承诺行为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并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则

以及首发上市前承诺等学习，杜绝此类



情况再次发生。 

2、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独立董事

认可，并经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将原募投项目“年

屠宰生猪 50万头及 1万吨肉制品加工项

目”中的“1 万吨肉制品加工项目”变

更为“仙居县河埠路拆迁安置（屠宰场）

建设项目”。原计划投入“1万吨肉制品

加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合计 1,278 万

元以 1:1 的方式增资投入到全资子公司

仙居县广信食品有限公司，用于其“仙

居县河埠路拆迁安置（屠宰场）建设项

目”，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占原募

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 7.98%。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7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

论意见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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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 是 



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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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特

点、市场现状、优势等内容，以及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一般设计条款、具体发行

条件和审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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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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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

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配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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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股份限制及锁

定的承诺 
否 

2018年 10月 30日，华统股份持股 5%以上股东

甲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统股

份”）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了 25 万股股份。甲统

股份在上述股份减持前未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违反了其做出的承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将通知华统股份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公告减持

计划，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8 年 10 月 31 日，华

统股份发现甲统股份所持股份发生变动后，立

即向甲统股份进行了核实，并要求其停止违反

承诺的减持行为。甲统股份认识到该次减持属

违反承诺行为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将进

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则以及首发上市

前承诺等学习，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3、关于规范资金

往来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关于稳定公司

股价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招股书真

实、准确及完整

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填补被摊薄即

期回报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关于失信补救

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社保和公

积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9、公开发行前持

股 5%以上股东的

持股意向及减持

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0、利润分配的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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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

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

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

整改情况 

不适用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陈航飞                 夏  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