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奥马电器 

保荐代表人姓名：尹鹏 联系电话：010-66215345 

保荐代表人姓名：祁俊伟 联系电话：010-6621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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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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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

露文件一致 
是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6次（2017年度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6次（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1次（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1次（2018年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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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有待进一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提高规范运作意识。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13次（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

投资的核查意见、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

关联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和预

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核查意见、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内部

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核查意见、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核查意见、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专项

核查意见、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募集资金 2017 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出售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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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40%股权的核查意见、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延期复牌的核查意见、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之核查意见、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终止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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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整改情况 无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是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12 月 20 日及 21 日，上

市公司公告了有关部分募集资金因

出现被银行强制划转所出现的异动

情况（具体公告内容参见公告《关于

募集资金账户异动情况的公告》（编

号：2018-153及《关于新增募集资金

账户异动情况的公告》（编号：

2018-155））。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进行审阅，认为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符合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

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奥马

电器 2015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尚未使

用完毕，根据相关法规规定，保荐机

构将继续对奥马电器的募集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履行持续督导责任至募

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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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1次（2018年度培训） 

（2）培训日期 2018年 12 月 28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2018年 12月 28日，东吴证券保

荐代表人通过将相关法规解读、证券

市场案例与奥马电器具体情况相结

合的方式，使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于上市公

司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信息披露

等相关规定有了深刻的理解。全体参

训人员均认真学习、充分沟通交流、

积极配合。本次培训达到了预期目

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一步增强

了公司相关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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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3.“三会”运作 无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6.关联交易 无 
 

7.对外担保 无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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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发行人或其聘请的中介机

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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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市公司出现了部分

账户由于合同纠纷案而被

冻结的情形，并对公司的

日常经营和业务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 

（2）公司新任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有待进一

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提高规范运作意识。 

（1）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持续跟踪，

并针对上市公司终止

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

了相关核查意见，目

前已经过 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在 2018 年度培

训中对公司董、监、

高的培训中加强对公

司治理相关法规及最

新规定的学习。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发行人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

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

因及解决措施 

1、赵国栋关于避免同业竞争、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的承诺 
是 

 

2、赵国栋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是 
 

3、蔡拾贰关于股份限售承诺 是 
 

4、赵国栋关于中融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

诺及补偿安排 
是 

 

5、公司关于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

不用于房地产相关业务的承诺 
是  

6、西藏融通众金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7、西藏金梅花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不减持的承诺 是  

8、赵国栋、刘展成、张佳、权秀洁、郭荣喜关于不

减持的承诺 
是  

9、西藏融通众金投资有限公司、西藏金梅花投资有

限公司、刘展成关于限售的承诺 
是  



10、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潭融金核心壹

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融金核心叁号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桐庐岩华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东源基石资本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关于限售的承诺 

是  

11、公司关于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

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

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承诺 

是  

12、公司关于规范运作的承诺 是  

13、蔡拾贰关于不减持的承诺 是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

构或其保荐的发行人采取监管措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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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尹  鹏                   祁俊伟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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