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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615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福

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点软件”）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2,105 万股，发行价格 19.0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40,100.25 万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 36,243.4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致同验（2017）第 350ZA0022 号）。 

顶点软件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股票交易代

码为“603383”。 

现就 2018 年度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持续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

计划 

东方花旗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导

制度，并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工

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

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

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

务，并报上交所备案 

已与公司签订了保荐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

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方花旗通过日常沟

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对

上市公司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未发

生按有关规定须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

项。 

5、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或相

关当事人未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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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

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

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6、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

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了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并切实

履行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为规范等 

东方花旗核查了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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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制度的建立及履行情况，上

市公司已建立起规范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且

相关制度得以有效执行。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

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

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东方花旗对上市公司内控制度的设计、实施和

有效性进行了核查，该等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

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可以保证公司的规

范运行。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详见“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

情况。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

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上

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

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

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

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

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持续督导期间，东方花旗对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及时审阅，上

市公司给予了积极配合，并根据东方花旗的建

议对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11、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

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发生此类事项。 

12、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应及时向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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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3、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

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

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未发

生该等情况。 

14、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督促上市公司做

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

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

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

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

上市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未发

生该等情况。 

15、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

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东方花旗已制定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并

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以确保现场检查工

作质量。 

16、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道

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

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

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

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五）

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海证券交易

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未发

生该等情况。 

17、督导上市公司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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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

司资源的制度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有效

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的制度，未发生

相关违规占用资源事项。 

18、督导上市公司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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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有效

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

未发生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事项。 

19、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事项 

东方花旗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

集资金的使用以及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出具了《关于福建顶点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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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20、持续关注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并发表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不存

在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2018 年度，顶点软件信息披露情况具体如下： 

公告日期 公告标题 

2018-01-04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2018-01-05 
顶点软件: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持

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2018-01-10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2018-01-12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1-19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1-19 顶点软件:活动记录表 

2018-01-23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2018-01-25 顶点软件:活动记录表-007 

2018-01-26 顶点软件: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1-26 顶点软件: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18-01-26 顶点软件: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1-26 顶点软件:独立董事关于与中信证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2018-01-26 顶点软件:关于对外投资暨购买资产(股权)的公告 

2018-01-27 顶点软件: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的补充公告 

2018-01-31 顶点软件:2017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2018-02-06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2-07 顶点软件: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02-07 顶点软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2-07 顶点软件: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 

2018-02-07 顶点软件:公司章程(2018 年 2 月) 

2018-02-14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76681CCF07A&id=8967429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76681CCF07A&id=8967429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DFD03C7F126&id=8968897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DFD03C7F126&id=8968897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D005002F510&id=897924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D005002F510&id=897924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75BCC0BF6A2&id=8985531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75BCC0BF6A2&id=8985531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B2F4A2BFC22&id=899674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B2F4A2BFC22&id=899674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60FD7DAFCFC&id=900001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E89A6ACFF61&id=9004250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A9025BC0195&id=900910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BA77E3D01C1&id=9009811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6BF4AB701C4&id=9009835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891192201C9&id=9009896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CD4C16C01C4&id=9009836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CD4C16F01C4&id=9009836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5FDFC59026D&id=9010947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D2B9310059B&id=9015753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4A53DED0A4A&id=902593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4A53DED0A4A&id=902593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37DE8590B12&id=9028724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7FDF0050B12&id=902872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7FDF01A0B12&id=9028729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97F94160B12&id=902872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8D782CD1093&id=90442882&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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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3 顶点软件: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2018-02-28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2018-02-28 顶点软件: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8-02-28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3-03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3-03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2018-03-14 顶点软件: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18-03-30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4-03 
顶点软件: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公司

其他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04-03 顶点软件: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 

2018-04-03 顶点软件:2017 年年度报告 

2018-04-03 顶点软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4-03 顶点软件: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8-04-03 
顶点软件:东方花旗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

报告 

2018-04-03 顶点软件:2017 年度审计报告 

2018-04-03 顶点软件: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04-03 顶点软件: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2018-04-03 顶点软件: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4-03 顶点软件: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18-04-03 顶点软件: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17 年度) 

2018-04-03 顶点软件: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述职报告(2017 年度) 

2018-04-03 顶点软件: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8-04-03 顶点软件:2017 年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018-04-04 
顶点软件: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2018-04-04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4-10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2018-04-12 顶点软件: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56A384917AC&id=9052012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12D78601BAB&id=9059172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12D78601BAB&id=9059172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12D78691BAB&id=9059172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9C89A771BAB&id=9059182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9C89A771BAB&id=9059182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800CC4C1DF2&id=906666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800CC541DF2&id=9066664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CD3C6D42691&id=908195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37692023341&id=912748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37692023341&id=912748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C678EEF3648&id=9138760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C678EEF3648&id=9138760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977ECB73648&id=9138758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C963F0E3648&id=9138761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977EC813648&id=9138756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977ED053648&id=9138763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F8CAFF03648&id=913876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F8CAFF03648&id=913876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1C1740B3648&id=913876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EFAFD92364D&id=9139503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977ECB23648&id=9138758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977ECF13648&id=9138763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977ECE13648&id=9138761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977ECB13648&id=9138757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977ECE73648&id=913876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F8CAFDF3648&id=913876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F8CAFC43648&id=913876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DDEB6B33713&id=914266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DDEB6B33713&id=914266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27925B73711&id=9142531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27925B73711&id=9142531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DFC87123BC9&id=9149973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DFC87123BC9&id=9149973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0590AA33D84&id=91568504&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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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2 
顶点软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顶点软件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问询函的

回复 

2018-04-13 顶点软件:活动记录表 

2018-04-13 顶点软件:关于股票停牌核查的公告 

2018-04-14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2018-04-17 顶点软件:关于股票停牌核查结果暨复牌公告 

2018-04-17 顶点软件:实际控制人关于核查问询函的回复 

2018-04-21 顶点软件: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8-04-28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8-05-03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5-04 顶点软件: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5-04 顶点软件: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05-09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2018-05-09 顶点软件:活动记录表 

2018-05-17 
顶点软件: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2018-05-17 顶点软件: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2018-05-29 顶点软件: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18-05-31 顶点软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6-08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6-13 顶点软件:独董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2018-06-13 顶点软件:公司章程(2018 年 6 月修订) 

2018-06-13 顶点软件: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 

2018-06-13 顶点软件:关于子公司分红的提示性公告 

2018-06-13 顶点软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6-13 顶点软件: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6-13 
顶点软件: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2018-06-13 顶点软件: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06-13 顶点软件: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0590AA63D84&id=915685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0590AA63D84&id=915685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5509C4C3EEB&id=9160873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AB633B03E43&id=915933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5AA3F2D3EED&id=916097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5AA3F2D3EED&id=916097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C3E5779416D&id=916956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E75AF24416D&id=916957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4B7B9D54470&id=918309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E7E3EBA49ED&id=921499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B917D0A4DE4&id=9227031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B917D0A4DE4&id=9227031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DA1A0EA4EAB&id=9229394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0E7E68E4EAB&id=9229394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2FE9DED5297&id=923971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2FE9DED5297&id=923971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384891E5368&id=9242561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2692CBD58E5&id=925667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2692CBD58E5&id=925667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CF7515858E5&id=925667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C054F8F624F&id=928568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949DE5D63F4&id=9290965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15DA1EB6A27&id=931688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15DA1EB6A27&id=931688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06EEFB86E14&id=934170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F6339636E14&id=9341713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06EEFB26E14&id=9341708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F63394C6E14&id=9341706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06EEFE56E14&id=9341711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F6339546E14&id=934170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F6339576E14&id=934170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F6339576E14&id=934170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F63396D6E14&id=9341711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F6339516E14&id=93417068&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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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3 顶点软件: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018-06-23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8-06-23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2018-06-29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7-03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07-03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7-10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2018-07-11 顶点软件:机构投资者调研记录（2018 年 7 月 11 日） 

2018-07-25 顶点软件: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果的公告 

2018-07-25 
顶点软件: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之法律意见书 

2018-07-27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8-09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8-28 顶点软件: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8-08-28 顶点软件:内部控制评价制度 

2018-08-28 顶点软件: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2018-08-28 顶点软件:2018 年半年度报告 

2018-08-28 
顶点软件: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顶点软件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价

格,授予数量调整及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2018-08-28 顶点软件: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8-08-28 顶点软件: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与数量的公告 

2018-08-28 顶点软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2018-08-28 顶点软件: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2018-08-28 顶点软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8-28 顶点软件:内部控制制度 

2018-08-28 顶点软件: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8-31 顶点软件: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2018-09-04 
顶点软件: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持

续督导之现场检查报告 

2018-09-21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06EEFC06E14&id=934170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169EEC975EF&id=937265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71CF5E675EF&id=9372661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71CF5E675EF&id=9372661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78F03C97AA7&id=9384002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78F03C97AA7&id=9384002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5A1DEE17DE6&id=9395031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625071F7DE6&id=9395024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8B32D03834C&id=941137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8B32D03834C&id=941137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CC1C9C384B1&id=9417828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1BEAE588F29&id=9438632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1BF00668F29&id=943863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1BF00668F29&id=943863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B431CC590A7&id=9451383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B431CC590A7&id=9451383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851D1239AEB&id=947478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851D1239AEB&id=947478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0885B30A9CF&id=9519518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0885B26A9CF&id=9519517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0885B17A9CF&id=951951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68519E4A9CF&id=9519520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0885B28A9CF&id=951951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0885B28A9CF&id=951951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2DFEB68A9CF&id=9519515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2DFEB43A9CF&id=951951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0885B1EA9CF&id=951951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6851A1AA9CF&id=9519523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0885B1FA9CF&id=951951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2DFEB31A9CF&id=9519513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0885B34A9CF&id=9519519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A442BA2AC46&id=953380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7F9CA08AF50&id=9541076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7F9CA08AF50&id=9541076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BFE64FABCA7&id=95724322&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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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7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09-29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10-11 顶点软件:活动记录表 

2018-10-12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2018-10-12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10-30 顶点软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2018-10-30 顶点软件: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0 顶点软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0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8-10-30 顶点软件:关于应收款项坏账核销的公告 

2018-10-30 顶点软件: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8-11-06 顶点软件:投资者活动记录表 

2018-11-15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2018-11-16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2018-11-20 顶点软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1-20 顶点软件: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公告 

2018-11-20 顶点软件: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1-20 顶点软件: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2018-11-20 顶点软件: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8 年 11 月修订) 

2018-11-20 
顶点软件: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

投资进度和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的核查意见 

2018-11-20 顶点软件:关于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及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调整的公告 

2018-11-20 顶点软件: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11-23 顶点软件：投资者活动记录表 

2018-11-28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8-12-06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12-06 顶点软件: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12-21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03F5745C15E&id=957903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03F5745C15E&id=957903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47C31E7C2F8&id=9584163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47C31E7C2F8&id=9584163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4F86AAACD2C&id=959707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994751ECD3E&id=959747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994751ECD3E&id=959747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89D2B7ACD3E&id=9597477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89D2B7ACD3E&id=9597477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C16936BDB4D&id=9634326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5907EE0DB4D&id=9634326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54D3DE0DB4D&id=963433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5907F28DB4D&id=963433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C12C3F0DB4D&id=9634336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58A9318DB4D&id=963433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C96B18EE1AF&id=9689923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AACCBACE7E6&id=976148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AACCBACE7E6&id=976148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AECC3FBE8B8&id=976414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8A299D5EBD2&id=977480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C301B28EBD2&id=9774800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D3CF3C6EBD2&id=9774803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DE0FEB0EBD0&id=9774748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EF74E24EBD0&id=9774747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8A2999DEBD2&id=9774800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8A2999DEBD2&id=9774800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C301B2DEBD2&id=9774801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D3CF3DDEBD2&id=9774804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EAC44F1EEF0&id=9784637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5AE6CC2F217&id=9797805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2D1CEBDF865&id=9832317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0E99835F865&id=983231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F86F65A042A&id=9937113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F86F65A042A&id=99371130&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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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9 
顶点软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保荐机构事前审阅了顶点软件 2018 年的部分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包括定期

报告、临时公告，三会公告，内控制度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等；对于未事先审阅

的，保荐机构均在公司履行公告义务后及时进行了事后审阅。 

通过对顶点软件三会文件、会议记录的检查，并通过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

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2018 年度，顶点软件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ADF629B0A75&id=9953557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ADF629B0A75&id=99535578&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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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     ___________ 

郑  睿           郝智明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