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三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

或“辅导机构”）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与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安达”或“公司”或“股份公司”）签署的《辅导协议》，长城证券作为科

安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辅导机构，已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向

贵局提交了科安达的辅导工作备案报告，目前，长城证券完成了对科安达第三期

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情况，向贵局报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所做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本期辅导经过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在本期辅导阶段，

长城证券辅导工作小组严格按照辅导协议及辅导计划的安排以及中国证监会对

拟上市公司的有关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对公司的历史沿革、规范

运作、财务和经营状况等进行尽职调查，并将发现的问题及时与公司管理层及相

关人员持续沟通，并提出整改意见；深入了解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公司的经

营优劣势、竞争战略、业务发展规划等方面情况，督促公司增长核心竞争力和优

化业务结构。期间，辅导工作小组持续督促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财务部、证券部等相关核心人员继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强化公司规

范运作意识。辅导工作小组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现场尽职调查、电子邮件

等方式推进辅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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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全体被辅导对象积极配合辅导小组组织和安排的各项辅导工作。 

（二）辅导工作小组组成及辅导对象情况  

1、辅导机构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辅导工作小组及辅导人员  

长城证券本期参加辅导的人员有林植、陶映冰、彭建军、单奕敏和林文茂等

五人，以上人员均为长城证券正式员工，拥有一定的股票上市辅导、发行承销及

上市保荐的工作经历，有较强的敬业精神，辅导人员担任辅导工作的企业均未超

过四家，符合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具备从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

资格。  

3、其他参与辅导工作的中介机构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相关人员亦

为本次辅导的专业机构，配合长城证券为科安达提供辅导培训及日常辅导工作。  

4、接受辅导人员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本期辅导对象包括公司的所有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具体名单如

下： 

辅导对象 类别 

郭丰明 持股 5%的主要股东、董事长 

张帆 持股 5%的主要股东、董事、总经理 

郭泽珊 持股 5%的主要股东、董事 

陈楚华 董事 

郑捷曾 董事 

王涛 董事、副总经理 

刘建军 独立董事 

吴萃柿 独立董事 

郭雪青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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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屹东 监事会主席 

张文英 监事 

苏晓平 职工代表监事 

吴海峰 副总经理 

农仲春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1、辅导的主要内容  

（1）公司法人治理 

督促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 

（2）公司内部控制 

督促公司建立规范、合理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理顺部门设置和人员管理，

确保实现公司战略，提高公司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保证公司财务报告及管理信息

的真实、可靠和完整，保障公司资产的安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要求。  

（3）公司独立性 

规范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机构、财务方面的独立性。规避同业竞争、

股东借款、违规担保等情形，尽量减少关联交易，确保不存在公司独立性的其他

情形。 

（4）发行上市法律、法规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 5%以上比例股份的股东座谈，

向其介绍公司发行上市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其法制观念及诚信意识。 

（5）财务规范 

与公司财务负责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签字会计师对科

安达 2017 年上半年度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合规性进行充分沟通，核查了 2017 年上

半年度科安达的所有业务合同，对相关会计处理提出建议。与公司主要负责人也

进行了访谈，详细了解公司从事业务的具体流程、业务合同的履行情况。与众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报告期内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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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的来往及交易进行了核查。 

2、辅导方式  

报告期内的辅导工作主要采取高层访谈、尽职调查、现场整改、会议讨论等

形式进行；中介机构就各自调查情况进行了详细沟通，协调整个辅导期间的工作

计划，分析和讨论了科安达存在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及时间安排。 

3、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长城证券制定的辅导工作计划得到了较好地执行，各项工作均

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长城证券认真履行了《辅导协议》规定的各项职责，在公司和其

它中介机构的配合下，圆满完成了本期辅导工作。  

（五）辅导对象按规定和辅导协议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况  

在本期辅导中，科安达为长城证券的尽职调查提供了必要的资料；配合长城

证券召集会计师、律师及有关人员参加中介机构协调会，并事先下发通知；配合

长城证券及其它中介机构的访谈工作。 

二、辅导对象有关情况  

（一）辅导对象的财务状况  

1、资产负债表（合并）主要数据 

万元 

项 目 2017.6.30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总额 45,340.88   46,556.85    40,212.41  

负债总额 10,525.48   10,614.99     7,880.48  

所有者权益 34,694.96   35,806.63    32,3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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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合并）主要数据 

万元 

项 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9,745.75   17,522.65    15,407.97  

营业利润 3,404.13    6,349.00    4,869.95  

利润总额 3,461.38    6,506.31     4,934.40  

净利润 2,894.59    5,572.18     4,249.75  

3、现金流量表（合并）主要数据 

万元 

项 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1.57    2,026.31    2,678.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14     -644.25     -303.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0.70   -2,041.96   12,051.7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805.26     -580.18   14,426.18  

 

（二）辅导对象的其他情况  

1、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的情况  

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完全分

离，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2、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据召开规范运作的情况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间，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会议，上述会议在召集方式、议事

程序、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面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执行的情况  

股东大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均得到有效执行。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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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情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能够勤勉尽责。  

6、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和变更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决策制度制定及变更事项。 

7、关联交易的情况  

2017 年第三季度，除子公司科安达轨道租赁实际控制人郭丰明和张帆的房

产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确认的租

赁费 

租赁费定价

依据 

郭丰明 科安达轨道 2017.1.1 2017.12.31 90,000.00 
参考周边市

场价 

张帆 科安达轨道 2017.1.1 2017.12.31 90,000.00 
参考周边市

场价 

8、内部控制制度和约束机制的有效性评价 

公司针对自身特点，正逐步建立并完善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管理制度。公司在运作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应

制度。  

公司已明确建立了以下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总经理工作细

则》、《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一些

制度。  

公司将近一步完善现有内控制度，确保有关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  

9、是否发现存在财务虚假情况  

报告期内，通过查阅公司财务报表、实地走访等核查手段，并未发现科安达

存在财务虚假情况，财务核查仍在进行中。  

10、有无重大诉讼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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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诉讼和纠纷的情况。  

11、对辅导对象的整改方案内容及落实情况  

报告期内暂无需要整改内容。 

三、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关于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的问题  

公司自设立以来建立了相对规范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体系，但与上市公司

标准相比仍需不断规范和完善。公司需参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 

四、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长城证券在与科安达签订《辅导协议》之后，在辅导期内，配备了 5 名具有

丰富投资银行业务经验的辅导人员，组成了符合法规要求的辅导小组。 

在辅导期内，长城证券一直有两名以上辅导人员陆续在现场工作，以便与公

司及时沟通交流。根据制定的辅导计划，辅导人员通过调阅资料、个别探讨、中

介机构协调会议、现场咨询及指导等方式，对公司进行了辅导。 

在充分了解公司运作情况的基础上，辅导人员重点关注了公司日常经营、三

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历次增资扩股的合法合规性、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等情

况，并就上述事项与相关的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会计师、律师进行了多次专题磋商，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整改建议和方案，并督促

公司切实落实。本期辅导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为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打下了良

好基础。 

综上所述，本辅导期内，长城证券辅导人员已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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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辅导工作进展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辅导机构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签名）：    

 

                                                                     

                                                         李  翔 

 

 

 

辅导小组成员（签名）：          

                    

 

                                                                      

  林  植              陶映冰                彭建军 

    

                            

                                                                

                                   单奕敏                林文茂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