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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上半年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西安

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刚路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对达刚路机 2011 年上半年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跟踪，现将

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达刚路机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公司资源制度的情况 

（一）达刚路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1、达刚路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孙建西女士和李太杰先生，两人为夫妻

关系。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孙建西持有公司股份 41,327,05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5.13%，李太杰持有公司股份 28,993,9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65%，两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0,321,0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78%。孙建西担任公司

董事长，李太杰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2、其他主要关联方 

（1）关联自然人 

关联方名称 在公司担任职务或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股份数（股） 

李飞宇 
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太杰先生之

间为父女关系 
2,205,000

陈赐其 总经理
注 －

薛玫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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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 董事、董事会秘书 180,000

秦志强 董事、副总经理 89,998

傅忠红 董事 －

张志凤 独立董事 －

焦生杰 独立董事 －

李相启 独立董事 －

杨亚平 监事会主席 179,998

皇甫建红 监事 89,998

黄琨 监事 －

黄铜生 副总经理 89,998

注：因身体不适及家庭原因，原公司总经理陈赐其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书

面辞职申请，并已生效。 

（2）关联法人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持有公司股份数（股）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 8,820,000

（二）达刚路机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

司资源的制度情况 

公司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制

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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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

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建立了健全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均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

源。 

保荐机构通过访谈相关人员，查阅公司财务报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等相关文件，抽查了公司资金往来记录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的现金报销单等材料，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违规占用

公司资源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达刚路机较好地执行并完善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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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达刚路机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情况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

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均须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独立董事 3 名，是公司经营管理的决策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下设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下设独立于管理层的

审计部，开展内部控制的监督检查工作。董事会下设董事会秘书处，负责信息披

露工作、与监管部门沟通和投资者关系协调等事宜。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

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是公司运营的监督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决策及公司经营、财务及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具有健全的法人组

织结构。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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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工作规则》、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和《总经理工作细则》

等规章制度，明确了各机构和人员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

机制，为公司的规范运作、长期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结合自身经营业务特点和内部控制要求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内控制度，主

要包括《对外投资制度》、《对外捐赠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财务管

理制度》、《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对外信息报送及使用管理制度》、《年报

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股份管理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等。 

2011 年上半年度，公司通过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并规范执行

上述内控制度，确保公司规范运作，避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

便损害公司利益。 

保荐机构查阅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文件，查阅了相关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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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抽查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支付记录以及现金报销单等资料，并

访谈了公司相关人员。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达刚路机较好地执行并完善了防止其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 

三、达刚路机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情况 

（一）关联交易相关制度 

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决策权力与程序做出了规定，同时规定了

关联股东或利益冲突的董事在关联交易表决中的回避制度。另外，公司在《董事

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中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力与程序作了更加详尽的规定。 

1、关联交易决策权限制度 

（1）《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董事会应当就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确定和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对公司的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提供财务资助、资产租赁、委托或

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债权债务的重组、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

与开发项目等事项的决策权限：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0%至50%间； 

（二）交易产生的利润达到下列标准——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至50%间； 

（三）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达到下列标准——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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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至50%

间；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达到下列标

准——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至50%间；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达到下列标准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至50%间； 

公司发生‘购买或出售资产’交易，无论交易标的是否相关，若所涉及的资

产总额或成交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30%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六）关联交易(赠与资产除外)： 

1、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单笔或预计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

关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在30万元以上但不满100万元的关联交易； 

2、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单笔或预计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

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在100万元以上1000万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0.5％以上5%以下。超过上述标准的交易和关联交易必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决定。‘交易’、‘关联交易’、‘关联自然人’和‘关联法人’的范围依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确定。 

（七）赠与资产： 

单项赠与资产所涉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并且连续12个月内赠与资产所涉金

额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 

上述超过董事会权限的交易或赠与资产行为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 

第四条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二）审议批准《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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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审议批准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第四十六条规定： 

“股东大会在审议重大关联交易时，董事会应当对该交易是否对公司有利发

表书面意见，同时应当由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3）《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 

第四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四）审议批准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关

联交易；审议批准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 

（4）《独立董事工作规则》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规定：“（一）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300 万元或高于公司

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的关联交易应由 1/2 以上的独立董事认可后，提

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后可以聘请中介机构

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第十九条规定：“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责外，还应当对公司以下重大事项

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

公司其他股东对公司现有或拟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3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的 5％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

款；” 

（5）《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有关规定 

第十条规定：“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

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及时披露。” 

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 

第十一条规定：“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

应当及时披露。” 

第十二条规定：“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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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提供具有执行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证券服务机构，对交易标的出具审计或者评估报告，

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制度第十九条所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标的，不进行

审计或者评估。” 

第十三条规定：“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为持股 5％以下的股东提供

担保的，参照前款规定执行，有关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2、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制度 

（1）《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 

第四十五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可以参加

审议该关联交易，并可就该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法及产生的原因等向股东大会

作出解释和说明，但在表决时应当回避且不应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经全体股

东一致同意后该关联股东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中作出

详细说明；同时对非关联股东的投票情况进行专门统计，并在决议中予以说明。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

关联事项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可以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依照

大会程序向到会股东阐明其观点，但在投票表决时必须回避，而且不得以任何方

式干预公司的决定。 

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事项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但是，该关联交易事项涉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需以特别决议通过的相关事项时，股东大会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

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投票，应当由两名以上非关联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

参加清点，并由清点人代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股东大会决议中应当充分披露非

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2）《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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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规定：“出现下述情形的，董事应当对有关提案回避表决： 

（一）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董事应当回避的情形； 

（二）董事本人认为应当回避的情形；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因董事与会议提案所涉及的当事方有关联关系而须回

避的其他情形。 

在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有关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

即可举行，形成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董

事人数不足三人的，不得对有关提案进行表决，而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3）《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有关规定 

第八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即可

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

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公司应当将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九条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第十三条规定：“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为持股 5％以下的股东提供

担保的，参照前款规定执行，有关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2011 年上半年达刚路机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全部为支付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 

2011 年上半年度，公司支付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报

酬总额（万元）（税前）

是否在股东单位或其他

关联单位领取薪酬 

孙建西 董事长 9.96 否 

李太杰 副董事长 11.16 否 

陈赐其 总经理
注 11.18 否 

薛玫 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7.82 否 

韦尔奇 董事、董事会秘书 6.63 否 

秦志强 董事、副总经理 21.0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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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忠红 董事 - 是 

张志凤 独立董事 2.32 否 

李相启 独立董事 2.32 否 

焦生杰 独立董事 2.32 否 

杨亚平 监事会主席 4.06 否 

黄琨 监事 - 是 

皇甫建红 监事 7.71 否 

黄铜生 副总经理 6.26 否 

合计 92.76  

注：因身体不适及家庭原因，原公司总经理陈赐其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书

面辞职申请，并已生效。 

（三）保荐机构关于达刚路机关联交易的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董事会相关文件，核查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工资支

付明细。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报告期内，公司除向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支付报酬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公司向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程序合法有效。 

四、达刚路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一）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达刚路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475,785,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453,743,870.57 元。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型 余额（元） 

129904243410205 活期 43,451,301.86

12990424348000089 定期 100,000,000.00

12990424348000195 定期 20,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

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12990424348000181 定期 30,000,000.00

102012640058 活期 6,763,755.88

102413321795 定期 15,000,000.00
中国银行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支行 
102413321795 定期 10,000,000.00

西安市商业银行高新路支行 491011580000174201 活期 177,710,356.31

合计   402,925,414.05

注：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402,925,414.05 元，其中利息收入

4,150,826.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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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投资实施情况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达刚路机募集资金使用及项目实施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5,374.39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99.1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96.93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报告

期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达刚筑路机

械设备总装

基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

目 

否 23,966.00 23,966.00 1,809.24 4,755.01 19.84%

2012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

用 
否 

达刚营销服

务网络建设

项目 

否 3,892.00 3,892.00 589.95 741.92 19.06%

2012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

用 
否 

合计 — 27,858.00 27,858.00 2,399.19 5,496.9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处于建设期，报告期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自申请发行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1,912.77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0)第 80832 号）进行鉴证。2010 年 9 月，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912.77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实施完毕，募集资金结余金额尚不能确定。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11 

（三）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为 17,516.39 万元。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超募资金尚未使用，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保荐机构关于达刚路机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现场查看、高管访谈、文件查阅等多种方式，对达刚路机募集

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达刚路机严

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达刚路机不

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改变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等情形；募集资

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

形。 

五、其他重要承诺 

（一）主要股东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建西、李太杰夫妇及公司主要股

东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书》，承诺内容如下： 

“截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本人（本公司）未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任何与西安

达刚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未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

营与西安达刚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自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

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任何地区直

接或间接地从事与西安达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不以任何方式

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西安达刚产品相同、相似或可以取代西安达刚产品的业务

或活动；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西安达刚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

竞争，则立即通知西安达刚，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西安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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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违反本承诺书，本人（本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同业竞争，并愿意承

担由此给西安达刚或西安达刚中除本人（本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造成的直接或

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二）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竞业禁止的承诺 

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承诺其

在公司工作期间、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三年内，不得以任何形式协助他人

提供相同或相似的产品或服务，不得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的其他用人

单位任职，不得披露本公司业务（技术、销售）信息，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

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 

（三）股票上市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所有股东均做出了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同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做出了有关股票买卖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建西和李太杰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自然人股东李飞宇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深圳市晓扬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股东薛玫、韦尔奇、秦志强和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的股东

杨亚平、皇甫建红及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黄铜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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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承诺期满后，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六个

月内，不转让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其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

起六个月内（含第六个月）申报离职，将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含第十八

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其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含第七个月、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将自申报离职

之日起十二个月（含第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然人股东郭文渡、田英侠、尚阳生、张红光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承诺期满后，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其他自然人股东分别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员工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建西和李太杰出具了关于员工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的《承诺函》，承诺：“若公司因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需补缴

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或因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事宜受到处罚，或被任何相关方以任何

方式提出有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合法权利要求，本人将无条件全额承担

经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的需由公司补缴的全部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

金、罚款或赔偿款项，全额承担被任何相关方以任何方式要求的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或赔偿款项，以及因上述事项而产生的由公司支付的或应由公司支付的

所有相关费用。” 

（五）公司关于为所有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承诺 

公司出具了关于足额为所有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承诺《承诺函》，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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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员工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

规定，足额为所有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保荐机构通过与有关人员访谈、查阅社会保险缴纳资料等方式，对上述承诺

的履行情况进行了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有效履行。 

六、达刚路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通过与相关人员访谈、查阅公司财务报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等相关文件，保荐机构认为：2011 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为他人提供担保、委

托理财、委托贷款、证券投资、套期保值等事项。 

七、达刚路机 2011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查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相关文件、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对达刚路机的经营环境、业务状

况、公司治理等情况进行了核查。 

由于2011年一季度气候持续寒冷导致公司产品需求延后及2011年上半年公

司生产、人工、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经营

业绩情况为：实现营业收入 8,171.73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5.26%；实现营业

利润 2,711.81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25.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77.46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27.78%。 

 

保荐代表人：孙报春、吴 斌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