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

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收到《关于对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

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12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华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美盛文化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问询函要求，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回

复如下： 

问询函问题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为

21.87 亿元，实际余额为 1,659.06 万元。你公司违规将募集资金划转至普通账户

共计 18.2 亿元。其中，未履行审议程序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替换 2016 年和 2017

年以自有资金支付的项目投资款共计 13.18 亿元，主要包括：①2017 年收购杭

州真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趣网络”）100%股权 11.11 亿元；②2016

年参股深圳市同道创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 亿元；③2017 年收购 JAKKS 

Pacific，Inc （以下简称“JAKKS”）19.50%股权 1.87 亿元；未履行审议程序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净额为 5.02 亿元。 

2019 年 4 月 29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募集资金实施方式变更及确认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公告》，称真趣网络经营业务跟募投项目中的 SIP 共塑平台和泛娱

乐开发运营平台功能相似，收购的深圳市同道大叔创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同道大叔”）、JAKKS 及 NEW TIME GROUP(HK) LIMITED（以下简

称“NEW TIME LIMITED”）股权均符合 IP 仓库项目的实施方向，拟将上述股

权的投资确认为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应投资金额从募集资金中扣除，合

计 21.637 亿元，主要包括：①2017 年收购真趣网络 100%股权 11.11 亿元；②2017



年和 2018 年收购同道大叔 100%股权 2.845 亿元；③2017 年收购 JAKKS19.50%

股权 1.9077 亿元；④2019 年收购 NEW TIME LIMITED100%股权 5.775 亿元。 

请你公司： 

（1）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为前期已经实施完成的对外投资项目，

其中收购真趣网络 100%股权和 JAKKS19.50%股权涉及违规使用募集资金。请

详细说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方式的合规性，是否符合《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4.2 条和第 6.4.3 条的规定。 

（2）请结合上述问题，详细说明你公司针对违规挪用募集资金拟采取的解

决措施及时间安排。 

（3）详细说明真趣网络经营业务跟 SIP 共塑平台和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功

能相似，同道大叔、JAKKS 及 NEW TIME LIMITED 符合 IP 仓库项目的实施

方向的具体依据，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方式的合理性。 

（4）上述募集资金拟用于建设 IP 文化生态圈，实际使用金额为 0 元，请

详细说明建设 IP 文化生态圈的具体内容及投资计划、预计进度，实际使用募集

资金与投资计划预计使用资金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是，请详细说明原因及是

否及时做出调整。请自查并说明是否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第 6.3.4 条和第 6.3.5 条的规定。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请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 

（1）详细说明知悉或应当知悉上述事项的时间，知悉上述事项后采取的具

体措施。 

（2）全面梳理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情况，按时间顺序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

在持续督导期间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的具体工作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关注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其他专项现场检查及年度现场

检查、是否发现违规行为、是否出具相关报告、是否披露及报送证监会及交易

所等。 



（3）请结合上述两个问题说明是否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

息披露等义务。 

【回复】 

一、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为前期已经实施完成的对外投资项目，

其中收购真趣网络 100%股权和 JAKKS19.50%股权涉及违规使用募集资金。请

详细说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方式的合规性，是否符合《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4.2 条和第 6.4.3 条的规定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及确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收购杭

州真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趣网络”）100%股权和参股 JAKKS Pacific, 

Inc（以下简称“JAKKS”）19.50%股权。公司在 2018 年存在未经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使用募集资金替换上述两项投资款的情况。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及确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业经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召

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第 6.4.2 条的规定。 

公司实施上述两项股权收购项目前均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其中真趣网络主要

从事轻游戏服务平台业务和移动广告精准投放平台业务，JAKKS 主要从事 IP 衍

生品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本

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及确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4.3 条的规定。 

二、请结合上述问题，详细说明你公司针对违规挪用募集资金拟采取的解

决措施及时间安排 

截止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未经程序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182,026.02

万元，其中未经程序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替换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以自有资金支

付的项目投资款金额为 131,800.00 万元，未经程序违规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净额为 50,226.02 万元。针对上述违规使用的募集资金，公司已采取解决措施

并实施完成，如下： 

1、未经程序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替换以自有资金支付的项目投资款金额

131,800.00 万元通过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2019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确认； 

2、截至 2019 年 5 月 29 日，已归还违规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50,226.02

万元。 

三、详细说明真趣网络经营业务跟 SIP 共塑平台和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功

能相似，同道大叔、JAKKS 及 NEW TIME LIMITED 符合 IP 仓库项目的实施方

向的具体依据，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方式的合理性 

（一）SIP 共塑平台和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的规划功能 

SIP 共塑平台主要功能包括雇佣合作、项目合作和宣发合作等。泛娱乐开发

运营平台主要功能为整合动漫上下游资源，实现全产业链运营，最终形成互动娱

乐业务平台。同时，由于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需要投放广告，广告服务平台是本

项目的支持平台。 

（二）真趣网络经营业务中与上述功能相似的业务模块 

真趣网络主营业务包括轻游戏服务平台业务、移动广告精准投放平台业务和

计费接入服务等。 

其中，轻游戏服务平台积累了大量移动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的游戏产品，形

成了“产品池”。移动游戏渠道商在与真趣网络签订合作协议并注册后，在平台上

挑选和自身渠道属性匹配的产品，导入其渠道并进行推广。轻游戏服务平台的该

功能与 SIP 共塑平台的项目合作和宣发合作功能接近，其目的均为促进动漫游戏

产品参与各方的合作，实现 IP 变现。 

轻游戏服务平台也从事精品游戏发行业务，真趣网络会挑选平台上的精品游

戏及其开发商进行合作，向其提供精品移动游戏发行服务。真趣网络与符合精品

游戏标准的移动游戏产品的开发商进行沟通，签订代理运营协议，对移动游戏产



品提出精细化的修改方案，产品优化后进行全面的上线发行推广，使产品价值最

大化。该功能与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功能接近。虽然真趣网络主要聚焦于游戏运

营，较泛娱乐产品覆盖范围窄，但网络游戏是泛娱乐产品中最主要的变现方式。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打通真趣轻游戏服务平台与公司旗下酷米网、美盛动漫等其

他泛娱乐平台之间的联系，形成更加完善的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 

真趣网络的移动广告精准投放平台业务与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的广告服务

平台功能基本一致。通过整合广告主资源使应用产品的流量有效转化为广告推广

收入，通过灵活多变的广告展示形式、精细化的数据分析以及精准投放技术为各

类广告主带来更有效率的产品推广和宣传。 

因此，真趣网络经营业务跟 SIP 共塑平台和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功能相似。 

（三）IP 仓库项目的实施方向 

建设 IP 仓库项目的目的，在于不断加强和巩固公司在 IP 领域的优势地位，

提高对优质 IP 的控制力和变现能力。在 IP 来源上，向成熟优质 IP 采购授权是

其中之一；在控制 IP 的方式上，对拥有 IP 或 IP 授权的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是有

效的控制方式之一。 

（四）对同道大叔、JAKKS 及 NEW TIME LIMITED 进行投资，符合 IP 仓

库项目的实施方向 

同道大叔以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粉丝数为底层基础，向内容、广告、电商、

IP 授权、衍生品等相关泛娱乐产业辐射。目前，其拥有星座文化类微博账号“同

道大叔”以及女性微信订阅号“同道大叔”，账号内容涉及星座、动漫、趣味、女

性、娱乐、创意等各个领域，同时通过 12 星座咖啡厅、同道文化衍生品等周边

产品结合自身多种内容形态来发展自己的 IP 品牌战略。因此，对同道大叔投资

符合 IP 仓库项目的实施方向。 

JAKKS 是一家领先的多产品线、多品牌的玩具公司，致力于设计、生产、

推广及分销玩具和相关产品。JAKKS 一方面收购或取得知名商标和品牌的授权

许可，另一方面发展自有商标和品牌的专利产品。JAKKS 主要的产品包括玩具

和电子产品、角色扮演、创新及季节性玩具等。因此，对 JAKKS 投资符合 IP 仓



库项目的实施方向。 

NEW TIME LIMITED 公司主要向 JAKKS Pacific, Inc.、孩之宝、美泰、乐高

等客户销售玩具，是公司深化与 JAKKS 的 IP 合作，拓展和丰富公司 IP 衍生品

种类和产品线，完善 IP 衍生品产业链的重要举措。因此，对 NEW TIME LIMITED

投资符合 IP 仓库项目的实施方向。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方式的合理性 

基于上述，真趣网络经营业务跟 SIP 共塑平台和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功能相

似，同道大叔、JAKKS 及 NEW TIME LIMITED 符合 IP 仓库项目的实施方向，

因此，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方式具有合理性。 

四、上述募集资金拟用于建设 IP 文化生态圈，实际使用金额为 0 元，请详

细说明建设 IP 文化生态圈的具体内容及投资计划、预计进度，实际使用募集资

金与投资计划预计使用资金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是，请详细说明原因及是否

及时做出调整。请自查并说明是否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第 6.3.4 条和第 6.3.5 条的规定 

（一）IP文化生态圈的具体内容 

IP 文化生态圈项目包括 SIP 共塑平台、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两大信息技术平

台，一个 IP 仓库，以及美盛 IP 生态产业基地项目。 

1、SIP共塑平台 

SIP 共塑平台拟通过整合中国原创 IP资源以及原创 IP创作的个人、团队与

企业，打通 IP产业中原创创作的各环节。SIP共塑平台主要功能包括雇佣合作、

项目合作和宣发合作的方式进行建设。 

2、IP 仓库 

建设 IP 仓库项目的目的，在于不断加强和巩固公司在 IP 领域的优势地位，

提高对优质 IP 的控制力和变现能力。在 IP 来源上，向成熟优质 IP 采购授权是

其中之一；在控制 IP 的方式上，对拥有 IP 或 IP 授权的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是有

效的控制方式之一。 



3、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 

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拟将本公司当前文化生态圈各子业务版块进行整合打

通，丰富和完善生态圈。该平台是公司未来进行 IP 变现的主要平台，通过多种

产品交叉推广，实现 IP的持续有效变现。 

4、美盛 IP生态产业基地 

本项目拟在浙江省杭州市投资建设美盛 IP生态产业基地，作为 IP文化生态

圈项目的载体。 

（二）IP文化生态圈的投资计划、预计进度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36 个月，总投资 21 亿元。项目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IP 文化生态圈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其中：SIP 共塑平台 3.00 

      IP 仓库 11.50 

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 3.00 

美盛 IP 生态产业基地 3.50 

合计 21.00 

（三）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与投资计划预计使用资金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 2016 年 8 月出具的《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IP 文化生态圈项目的建设周期为 36 个月，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到账时间为 2016年 9月 29日，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积极

谨慎的寻找 IP生态产业基地用地和优质 IP项目，但未进行实质性投资。截至本

回复出具日，IP文化生态圈项目处于建设期内。 

（四）请自查并说明是否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3.4条和第 6.3.5 条的规定 

公司经自查，公司董事会定期核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IP 文化

生态圈项目处于建设期内，未出现需要重新论证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

况，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6.3.4条和第



6.3.5条的规定。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及确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收购

真趣网络 100%股权和参股 JAKKS 19.50%股权，公司在 2018 年存在未经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使用募集资金替换上述两项投资款的情况；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及确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业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对上述项目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投资项目投资于主营业务，符合《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4.2 条和第 6.4.3 条的规定； 

2、公司针对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制定了解决措施，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上述措施已执行完毕； 

3、真趣网络经营业务跟 SIP 共塑平台和泛娱乐开发运营平台功能相似，同

道大叔、JAKKS 及 NEW TIME LIMITED 符合 IP 仓库项目的实施方向； 

4、根据 2016 年 8 月出具的《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集资金投资项目“IP 文化生态圈项目”尚处于

建设期内，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3.4

条和第 6.3.5 条的规定。 

六、请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详细说明知悉或应当知悉上述事项的时间，

知悉上述事项后采取的具体措施 

保荐代表人和持续督导员分别于 2018 年 7 月、2018 年 9 月到达美盛文化公

司现场宣讲募集资金使用相关法律法规，同时要求美盛文化提供募集资金专户银

行对账单，又于 2018 年 11 月、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 月、2019 年 3 月通过

邮件、电话、微信等方式要求美盛文化提供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但美盛文

化未予提供； 

2019 年 4 月 10 日，美盛文化负责人告知保荐机构人员，公司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获知上述信息后，在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21 日期间，保



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美盛文化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了专项现场检查工作，具

体包括：①实地走访所有募集账户开户银行，取得美盛文化 2018 年募集资金账

户的银行对账单，逐笔核查募集资金具体流出流入情况；②查阅美盛文化对外投

资的相关资料，了解公司与募集资金使用有关的业务信息、财务信息和法律信息；

③访谈美盛文化实际控制人，了解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④督促企业履行相

关程序及归还募集资金，以解决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2019 年 4 月 22 日，保荐机构将公司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向中国证监会浙

江监管局进行了汇报，并于 2019年 4月 28日向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提交了《华

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之专项报告》。2019 年 4 月 24 日，保荐机构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人员反映了

美盛文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并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

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之核查意见》。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在保荐机构的督促下，针对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美盛文化已实施如下整改措施，具体包括：①2019 年 4 月 29 日美盛文化召开董

事会、2019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变更及确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②截至 2019 年 5 月 29 日，已

归还违规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50,226.02 万元。 

七、请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全面梳理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情况，按时间

顺序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在持续督导期间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的具体工作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关注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其他

专项现场检查及年度现场检查、是否发现违规行为、是否出具相关报告、是否

披露及报送证监会及交易所等 

华林证券在对美盛文化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情况如下： 

时间 具体工作情况 

2016 年 11 月 
就美盛文化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进行核查

并发表意见 

2016 年 12 月 
进行 2016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培训，并出具《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持续督导培训的报告》 



进行 2016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并出具《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2017 年 3 月 

对美盛文化收购杭州真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进行

核查并发表意见 

对美盛文化填写的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意见 

对美盛文化《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对美盛文化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结合 2016 年度对美盛文化的持续督导情况出具了《关于美盛文化创意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2017 年 6 月 
就美盛文化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

查并发表意见 

2017 年 7 月 

就美盛文化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预计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意见 

就美盛文化的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意见 

2017 年 8 月 

就美盛文化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

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持续督导专员对美盛文化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2017 年 10 月 
就美盛文化 2016 年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意见 

2017 年 12 月 

进行 2017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培训，并出具《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持续督导培训的报告》 

进行 2017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并出具《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2018 年 2 月 

就美盛文化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进行核查

并发表意见 

就美盛文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对美盛文化填写的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意见 

对美盛文化《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对美盛文化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结合 2017 年度对美盛文化的持续督导情况出具了《关于美盛文化创意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结合持续督导期间的持续督导情况出具了《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

公司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2018 年 4 月 
就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事项向美盛文化、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提交了函件和说明 

2018 年 5 月 就美盛文化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方式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2018 年 7 月、9

月 

保荐代表人到达美盛文化公司现场宣讲募集资金使用相关法律法规，同

时要求美盛文化提供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美盛文化未予提供 

2019 年 1 月 

就美盛文化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美盛文

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437 号）中

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2018 年 11 月

至 2019年 3月 

保荐代表人和持续督导员通过邮件、电话、微信等方式要求美盛文化提

供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美盛文化未予提供 

2019 年 4 月 

获悉美盛文化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后，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对美盛文化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了专项现场检查工作，具体包括：①

实地走访所有募集账户开户银行，取得美盛文化 2018 年募集资金账户

的银行对账单，逐笔核查募集资金具体流出流入情况；②查阅美盛文化

对外投资的相关资料，了解公司与募集资金使用有关的业务信息、财务

信息和法律信息；③访谈美盛文化实际控制人，了解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况；④督促企业履行相关程序及归还募集资金，以解决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 

保荐机构将公司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向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进行

了汇报，并提交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之专项报告》 

保荐机构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人员反映了美盛文化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情况，并提交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之核查意见》 

2019 年 5 月 
督促美盛文化履行针对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所制定的解决措施，截至本回

复出具日，相关措施已执行完毕 

八、请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结合上述两个问题说明是否按照《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

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华林证券对美盛文化的持续督导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持续督导阶

段，为美盛文化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当年剩余时间（上市日期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及 2017 年完整会计年度；第二阶段为对尚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持续

督导阶段，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林证券对美盛文化持续督导期已经届满，

但鉴于美盛文化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华林证券对募集资金事项继续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直至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在第一阶段即持续督导阶段，华林证券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

息披露等义务。 

在第二阶段即对尚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持续督导阶段，华林证券按照《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履行了定期现场检查和培训、

专项现场检查、监督、报告等相关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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