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美康生物 

保荐代表人姓名：章敬富 联系电话：0755-33522821 

保荐代表人姓名：钟亚桢 联系电话：0755-3352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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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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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次，已阅相关文件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次，已阅相关文件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次，已阅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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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6 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未发表非同意意见 

7、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

告除外） 
 

（1）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次数 1 次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美康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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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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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0 次（将在下半年度开展培训） 

（2）培训日期 不适用 

（3）培训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美康盛德医学检验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德医检所”）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2022 年 7 月 12 日收到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下

发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甬税稽一罚

[2022]16 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甬税稽

一税通[2022]10096 号），盛德医检所因存

在虚开发票的行为，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

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决定对盛德医检所罚款

10.00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已按期缴纳罚

款，并已按相关要求进行整改。相关事项

公司已于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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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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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关于股份限售承诺 是 不适用 

2、首发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

承诺 
是 不适用 



 

 

3、再融资关于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再融资关于股份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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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26 日，公司公告《关于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公告》，中天国富证券为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

构，原委派章敬富先生和钟敏先生为担任持

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由于原保荐代表人钟敏

先生因工作变动，将不再参与剩余持续督导

期间的保荐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

序进行，中天国富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钟亚

桢先生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相关

职责。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 2020 年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为章敬富先生和钟亚桢先生，持续督导

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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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向中天国富

证券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对中天国富证券

有限公司及方蔚、赵亮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

措施的决定》，因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在

保荐浙江鑫甬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鑫甬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过程中，未勤勉尽责督促鑫甬生物按照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行为违反了《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170 号)第五条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及方蔚、赵亮采取出

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2022 年 3 月 1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中天

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对中天国富

证券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因中天国富证券

有限公司作为鑫甬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保荐人，未按照《保荐

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执业规范的要求，

持续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并对鑫甬生物新设

全资子公司的事项进行充分核查，导致招股

说明书信息披露存在遗漏；对信息披露核查

把关不到位，导致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信息披

露存在严重错误以及多处披露不准确、前后

不一致等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以

下简称《审核规则》）第三十条、第四十二条

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对中天国富证

券有限公司采取书面警示的监管措施。 

2022 年 6 月 2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贵州监管局向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出

具了《关于对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采取责



 

 

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因（1）未审慎开展自

营证券投资业务，持有中高风险债券比例较

高，对逆回购业务信用风险把控不足；（2）

在开展委托投资业务中，未向证监会贵州监

管局报告委托投资产品投资交易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债券的情况；（3）委托投资产品

穿透计算，部分债券持仓规模与其总规模的

比例，超过了《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计算

标准规定》中“持有一种非权益类证券的规

模与其总规模比例”规定的监管标准。上述

行为违反了《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第四

十六条、《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证监会

令第 183 号修订)第二十八条、《证券公司风

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6 号

修订)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对中天国富证

券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收到上述监管函件

后，立即启动了内部检讨和问责程序，并制

定了相应整改措施，组织召开专题会，深入

反思问题根源，进一步完善内控流程，防范

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章敬富                 钟亚桢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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