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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18〕76号 

─────────────── 

 
 

关于对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简称：*ST上普，

A股证券代码：600680，B股证券简称：*ST沪普B，B股证券代码：

900930； 

曹宏斌，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千，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治义，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郑建华，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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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李中耀，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

副总经理； 

陆维林，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刘蓉晖，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何和平，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 

张晓成，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江建平，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成暐，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韩志杰，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建平，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谢仲华，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林臻，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熊嗣云，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冬莉，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刘玛琳，时任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 

 

一、违规事实情况 

经查明，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ST上普）在信息披露方面，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如

下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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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 

公司原定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和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2018 年 4 月 28 日，公司披露公告称，

因相关项目的法律结论尚未取得，导致应收款减值计提数额无法

确定，故无法按期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和 2018 年第一季度报

告，同时申请股票自 2018 年 5 月 2 日起停牌。2018 年 5 月 3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和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上市公司应当根据相关规则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编制并披露

定期报告。其中，年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个

月内、一季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前 3个月结束后的一个月

内编制完成并披露。2018 年 4 月 27 日为上市公司提交 2017 年

年报及 2018 年一季报的最后期限，但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披

露定期报告。 

年度报告是投资者获取公司信息的重要来源。上市公司应当

严格按照规定及时披露。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披露年报的行为损

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 

（二）存货资产账物不符，导致定期报告披露不准确 

根据公司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内控审计报告，公司

2013 年末存在存货账物不符的情形，账物不符的金额为

59,829,059.83 元。其中，53,357,538.35 元为 2013 年以前虚

增的存货成本，6,471,521.48 元为当年虚增的存货成本。公司

在 2017 年度对该事项进行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调整存货和年

初未分配利润-59,829,059.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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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无实质性交易内容的业务虚增利润，导致定期报

告披露不准确 

根据公司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内控审计报告，公司

2013年存在以前年度的无实质性交易内容的成本挂账，金额为 

11,644,455.76 元。公司 2015 年、2016 年通过无实质性交易内

容的业务虚增利润 3,043,105.13 元、11,018,867.92 元，分别

占当期披露的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3%、23%。公司在 2017 年度对

该事项进行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调整资产及年初未分配利润

-25,706,428.81 元。 

公司上述违规行为共虚增 2013 年度以前未分配利润

64,088,831.72 元，并分别虚增 2013 年、2015年、2016年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71,521.48 元、3,043,105.13 元、

1,034,936.57元，占同期公司净利润绝对值的 42%、3.2%和 0.2%。 

同时，上述违规行为导致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

下简称审计报告）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否定意见。根

据审计报告，公司存在管理层舞弊及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重大

内部控制缺陷。 

公司存货资产账物不符、通过无实质性交易内容的业务虚增

利润，对公司业绩影响重大，公司 2013年、2015年、2016年年

报未能客观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情节严重。 

二、责任认定与处分决定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在规定期限内表示异议，且公司及部分责

任人申请听证，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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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相关责任人主要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1.公司提出的申辩理由。对于第一项违规事实，公司申辩称，

年报已按期编制完成且召开董事会予以表决，后因大股东要求取

证而延迟披露，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延期披露年报的行为；对于第

二项、第三项违规事实，由前任管理层会计造假导致，新任管理

层积极整改、听取监管建议并主动纠正，请求免责或减轻处分。 

2.时任总会计师刘蓉晖提出的申辩理由。对于第一项违规事

实，刘蓉晖申辩称，其职责在于编制年报，保证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披露年报并不在其职责范围内，对于延期披露年报，

其要求免责。对于第二项、第三项违规事实，刘蓉晖申辩称，其

于 2017年 4月上任，2016年报已编制完毕。年报中披露不准确

及相关内控问题发生于其上任前，应当由当时的财务负责人陆维

林、郑建华负责。时任总会计师郑建华签署了 2016 年年报，其

基于总会计师身份对年报进行了复签。此外，根据监管规则，其

积极调查、及时报告，已尽到勤勉尽责义务，请求免责。 

3.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何和平提出的申辩理

由。对于第一项违规事实，何和平申辩称，截至年报披露的前一

日，其不知晓公司会延迟披露。在公司公告延迟批露信息后，其

多次书面告知公司，延迟理由不充分。对于第二项、第三项违规

事实，鉴于其任职是在 2015-2016年，相关会计处理中净利润归

属母公司的问题，经会计调整后未导致公司出现退市、风险警示

等情况，影响较小，体现了公司准确披露财务状况和对股民负责

的态度。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其个人对公司内审、财务和历



－6－ 
 

史遗留问题等都尽职尽责、积极纠正错误。有关公司内控的缺陷

并非其任职期间才出现的，而是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整改，故请

求免责。 

4.时任监事熊嗣云提出的申辩理由。对于第一项违规事实，

熊嗣云申辩称，公司年报无需监事会审议，其无从知晓也无法反

对；公司后续也及时披露，未造成不利影响，故申请免责。 

5.时任董事江建平提出的申辩理由。对于第一项违规事实，

江建平申辩称，委托其他董事表决了议案，已履职完毕；对公司

延迟披露的事项不知情且无从知晓，故申请免责。 

6.时任董事长徐千提出的申辩理由。对于第一项违规事实，

徐千申辩称，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是因为对仙居

项目的法律结论未核实，可能会影响年报数据的大幅变动，恐误

导投资者；经核实后，公司立即提交了定期报告，请求免除或减

轻处分。对于第二项违规事实，其未直接参与，且积极落实整改，

故请求免除处分。 

7.时任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李中耀提出的申辩理由。对于

第一项违规事实，李中耀申辩称，已于 2018年 4月 27日按时上

传年报公告，最终延迟披露定期报告非其作出的决定，不存在主

观故意，请求减轻处分。 

8.时任总会计师陆维林提出的申辩理由。对于第二项违规事

实，陆维林申辩称，存货不实发生的时间在担任总会计师之前，

其未参与无实质交易内容的业务，请求免除处分。 

此外，对于第一项违规事实，其他责任人申辩称，公司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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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事发突然，且不需要经董事会审议表

决，相关责任人申辩称不知情，请求免除或减轻处分。 

（二）责任认定 

针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在纪律处分审核过程中提出的异议

理由及申辩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认为： 

1.关于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的责任认定。定期

报告尤其是年度报告是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上市公

司应当认识到报告编制与披露的严肃性，严格按照规定及时披

露。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披露年报的行为打乱了投资者全面获取

上市公司年度和季度信息的预期，损害投资者权益,严重违反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 2.1 条、第 6.1 条、第 6.4 条等有关规定。 

在责任人方面，时任董事长徐千、时任董事兼总经理王治义、

时任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李中耀、时任总会计师刘蓉晖、时任

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何和平未能勤勉尽责，未及时编制

并在法定期限内审议、披露定期报告，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知情

权，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时任董事张晓成、江建平、

成暐、韩志杰，时任独立董事李建平、谢仲华，时任监事李林臻、

熊嗣云、张冬莉，未能勤勉尽责，未积极督促公司按期编制并披

露定期报告，对公司违规行为同时也负有责任。前述人员的行为

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2 条、第 3.1.4 条、第 3.1.5 条、

第 6.4 条的规定以及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

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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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时任董事长徐千、时任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李中耀、

时任总会计师刘蓉晖、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何和

平、时任董事江建平、时任监事熊嗣云辩称主观不存在恶意、延

迟披露不知情等理由不能成立。其他责任人申辩称对公司未在法

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不知情，不能成为其免除处分的理由。 

2.关于公司存货资产账物不符和业务虚增利润导致定期报

告披露不准确的责任认定。公司存货资产账物不符，通过无实质

性交易内容的业务虚增利润，对公司业绩影响重大，导致年报相

关财务数据严重失实。公司 2013年、2015年、2016年年报未能

客观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对投资者决策造成重

大误导，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严重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第 2.5 条等有关规定。 

在责任人方面，时任董事长曹宏斌、徐千作为公司主要负责

人和信息披露主要责任人，时任总经理兼会计负责人郑建华作为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主要负责人，时任总会计师陆维林、刘蓉晖作

为公司主要财务负责人，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何和

平作为公司财务事项的主要负责人员，均未勤勉尽责，对公司存

货账物不符、通过无实质性交易内容的业务虚增利润、财务信息

披露不真实负有责任。同时，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刘玛琳对 2015 年之前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对之后的定期报告

披露不准确不承担责任，违规程度低于上述其他主体。前述人员

的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2 条、第 3.1.4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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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时任总会计师刘蓉晖申辩称的前任管理层会计造假导

致违规而新任管理层已积极整改并主动纠正，不能成为其免除或

减轻处分的理由。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何和平申辩

的相关会计调整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且影响小、个人已尽职尽责等

理由不能成立。时任董事长徐千申辩称其未直接参与会计违规事

实且积极落实整改，不能成为其减轻或免除处分的理由。时任总

会计师陆维林申辩称其未参与无实质交易内容的业务，不能成为

其减轻或免除处分的理由。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7.2

条、第17.3条、第17.4条、第17.5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相关规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曹宏斌、徐千，

时任董事兼总经理王治义，时任总经理兼会计负责人郑建华，时

任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李中耀，时任总会计师陆维林、刘蓉晖，

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何和平予以公开谴责；对时任

董事张晓成、江建平、成暐、韩志杰，时任独立董事李建平、谢

仲华，时任监事李林臻、熊嗣云、张冬莉，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

委员会召集人刘玛琳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及上海市人民政

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公开谴责的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

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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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

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