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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昆仑万维（300418） 

保荐代表人姓名：刘丹 联系电话：010-65051166-1996 

保荐代表人姓名：章志皓 联系电话：010-65051166-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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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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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

措施”之“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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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次，其他均事前审阅会议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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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工作内容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1次，其他均事前审阅会议议案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1次，其他均事前审阅会议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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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检查对象存在的问题 

无。 

（二）已采取的持续督导措施及效果 

无。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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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跟踪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昆仑万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跟踪报告》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

况 
均已整改完毕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1、参见“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

的措施”之“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2、参见“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

的措施”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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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

况 
均已整改完毕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

是否合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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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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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对外财务资助、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

占用、对外投资、主要股东及董监高买卖股份、内

幕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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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昆仑万维控股子公司北京闲

徕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闲徕互娱”）于2017年度

及2018年1-6月进行“预分红”

存在如下情形： 

（1）存在分红审议程序不完善

的情形 

闲徕互娱在通过董事会决议并

获得了多数股东同意后，即进

行了“预分红”，未经闲徕互

娱股东会审议，存在审议程序

上的瑕疵。 

（2）存在分红金额超过分红前

账面上已经形成的未分配利润

的情形 

2017年度分红金额超过了分红

前账面上已经形成的未分配利

润，分红行为存在瑕疵。但从

年末闲徕互娱实际实现的未分

配利润来看，2017年度的预分

红总额并没有超过闲徕互娱

2017年末经审计后的可供分配

利润。 

2018年上半年分红金额超过了

分红前账面上已经形成的未分

配利润，分红行为存在瑕疵。

中金公司作为持续督导机

构，已经提醒公司，未来闲

徕互娱后续分红要根据账

上已有的未分配利润为限

进行分配，并且每次分红需

要通过闲徕互娱的股东会

审议通过方可执行，闲徕互

娱以及昆仑万维已分别承

诺，后续闲徕互娱的分红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认真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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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2018年6月末闲徕互娱实

际实现的未分配利润来看，

2018年上半年的预分红总额并

没有超过闲徕互娱2018年6月

末的可供分配利润。 

（3）股东会审议程序存在瑕疵 

存在个别股东在股东会决议后

补签的情况，但该等股东对股

东会所作的决议均无异议；对

于未签署股东会决议的在册股

东，因为该股东已提出拟转让

其持有的闲徕互娱股权并正在

协商办理过程中，闲徕互娱未

就股东会事宜通知该股东，根

据其后续股权转让时签署的协

议，该股东放弃了相应期间的

分红，且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已确认对2017年度分红事项无

异议。因此，虽然形成股东会

决议过程的召集程序和决议签

字程序等方面存在瑕疵，但闲

徕互娱2017年度的股东会分红

决议是有效的。 

（4）存在将分红款先行转至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辰海科译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辰海科译”）代为收

取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辰海科译已将分红足额支

付给应该享有分红的股东。 

2、闲徕互娱于2018年7月进行

“预分红”存在如下情形： 

2018年7月分红金额超过2018

年7月末闲徕互娱未分配利润

以及新余灿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代其他少数股东

收取分红的不规范情形，应当

进行整改。在保荐机构建议下，

2018年8月29日，闲徕互娱召开

股东会，同意按照99,760,875.44

元人民币的金额（不超过7月末

未分配利润金额）进行2018年7

月份的利润分配。根据该股东

会决议，新余灿金应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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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16,306.40元，实际支付的预

分 红 款 项 超 出 该 部 分

49,083,693.60元，已由新余灿金

退回给闲徕互娱。截至本报告

出具日，闲徕互娱本次7月份分

红已经按照股权比例分配给所

有股东。 

2019年1月30日，深圳证券交易

所出具了《关于对北京昆仑万

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

函》，公司对监管函涉及内容

进行了认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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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9月30日，个别业务

的商业安排不完善，对应的应

收款项金额较大 

中金公司作为持续督导机

构，已要求公司对相关商业

安排进行完善，并及时收回

相关款项。截至2018年12

月31日，公司已经整改完

毕，收回了相关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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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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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亚辉、盈瑞世纪、李琼、王立伟、方汉、昆仑博

观、昆仑博远、华为控股、东方富海（芜湖）、鼎麟科

创、银德创投、东方富海（芜湖）二号、澜讯科信、

小村申祥、星泰投资、于明俭、陈向阳、李振春、吴

绩伟、花伟有关股份锁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周亚辉、盈瑞世纪、王立伟、方汉、于明俭、陈向

阳、李振春、吴绩伟、花伟关于减持价格、破发锁定

期延长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周亚辉、王立伟、方汉、于明俭、陈向阳、李振春、

吴绩伟、花伟、陈玮、张庭、李凤玲、徐珊、罗建北

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周亚辉、王立伟、方汉、陈玮、张庭、李凤玲、罗

建北、徐珊、盈瑞世纪、昆仑博观、昆仑博远、华为

控股、东方富海（芜湖）、鼎麟科创、银德创投、东方

富海（芜湖）二号、澜讯科信、小村申祥、星泰投资

关于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摊薄即期回报

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昆仑万维、周亚辉、于明俭、陈向阳、李振春、王

立伟、方汉、吴绩伟、花伟、陈玮、张庭、李凤玲、

罗建北、徐珊关于招股书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周亚辉、盈瑞世纪、王立伟关于公开发行前持股 5%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是 不适用 

7、昆仑万维、周亚辉、王立伟、方汉、吴绩伟、花伟、

于明俭、陈向阳、李振春、陈玮、张庭、李凤玲、罗

建北、徐珊关于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是 不适用 

8、周亚辉、王立伟、方汉、盈瑞世纪、昆仑博观、昆

仑博远、华为控股、东方富海（芜湖）、鼎麟科创、银

德创投、东方富海（芜湖）二号、澜讯科信、小村申

祥、星泰投资、陈玮、张庭、李凤玲、罗建北、徐珊、

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 

9、为避免同业竞争，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中

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亚辉及其控制的盈瑞

世纪、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王立伟及发行人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是 不适用 

9、公司股东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邦信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2017 年 4 月 6 日）起算。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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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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保荐

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2018 年 3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

向中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采取

责令改正、增加内部合规检查

次数并提交合规检查报告措施

的决定》（[2018]60 号），指

出中金公司投行业务开展中在

两个新三板推荐挂牌业务中存

在对财务、业务等方面核查不

充分的情况，在一个 ABS 项目

中存在对专项计划底层基础资

产尽职调查的独立性不足的情

况，违反了相关规定。基于此，

对中金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增

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并提交合

规检查报告的监管措施。 

中金公司收到上述监管措施决

定书后，对监管措施决定书中

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积极整

改，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业

务流程、细化尽职调查指引，

另一方面对新三板挂牌及资产

证券化项目的执行统一加强管

理，要求相关项目执行团队进

一步加强尽职调查以及工作底

稿的收集工作，强化内核工作

小组对项目的审核及问责，就

相关监管要求、业务规则组织

内部培训与案例学习。中金公

司法律合规部拟定了《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业务合规检查工作指引》，进

一步加强对相关项目的合规检

查，督促项目组加强项目执行

质量和项目工作底稿质量。 

2018年10月31日，北京证监局

向昆仑万维出具了《关于对北

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监管关注函》（[2018]374号），

指出昆仑万维在公司债募集资

金管理及使用、对外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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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事项 说明 

管控及核算、内部控制管理等

方面存在瑕疵，要求昆仑万维

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加强内控

管理、提升财务核算水平、积

极防范风险。 

昆仑万维收到上述监管关注函

后，对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

积极整改，修订完善了《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严格保障募集资

金使用、投资决策、财务与会

计、信息披露等内部控制制度

的执行。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年度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章志皓                     刘  丹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