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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1          证券简称：天首发展          公告编码： 临 2017-80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有关事项的 

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首发展”或“公司”）于

2017年 10月 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7]8 号）——《关于对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董

事长邱士杰、副总经理李波、董事会秘书姜琴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以

下简称“警示函”）。收到《警示函》后，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董事、

监事、高管人员召开专题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以董事长邱士杰为组长、总经理王

光为副组长、财务总监李波、董事会秘书姜琴以及监事会部分成员参与的专项整

改小组。整改小组对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警示函》中提出的问题逐项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整改

措施，现将具体情况及整改措施工作报告如下。 

一、 关于未及时披露重大担保及收款事项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指出，天首发展实际控制人邱士杰于 2016年 9月 1

日对天首发展出具《担保函》，为天首发展部分债权提供无限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保证期限为一年。被担保的债权涉及部分其他应收款科目及应收账款科目，合计

账面原值约为 4.67亿元，其中 3.24亿元应收款项已于 2015 年年报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时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已就该事项出具保留意见。

2017年 3月 20日，天首发展向实际控制人邱士杰发出《催款函》，要求其在 2017

年 4月 20日前还清所欠款项共计约 4.67亿元。2017年 4月 19日，实际控制人

邱士杰委托北京天首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向天首发展子公司北京凯信腾龙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支付上述 4.67亿元。天首发展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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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十九、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中披露了上述重大担保及收款事项。

上述担保债权账面原值占天首发展 2015 年期末、2016 年期末经审计总资产的

比重分别为 116.17%、111.99%。你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信息，仅以定期报告代

替临时报告。 

整改情况： 

1、内控管理层面 

组织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重点学习

《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便指导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各个环节，确保公司规范运作。 

2、财务管理层面 

公司组织监事会成员和财务、内部审计负责人对经审计的 2016年度涉及上

述事项的会计处理进行核查。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第

十条企业与关联方发生关联方交易的，应当在附注中披露该关联方关系的性质、

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交易要素至少应当包括：（二）未结算项目的金额、条款

和条件，以及有关提供或取得担保的信息。”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指南“一、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计量（三）贷款和应收

款项根据本准则第十七条规定，贷款和应收款项主要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的贷款和

一般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款项等债权。企业收回或处置贷款和应

收款项时，应将取得的价款与该贷款和应收款项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2016年9月1日，邱士杰先生为公司享有的应收款项债权提供担保，公司确认

接受其提供的债权担保行为属于关联方交易事项，该担保事项在2016年度并未实

际履行，对于公司来说没有导致债权的增加或减少。公司在2016年度确认接受债

权担保时无需进行会计处理，在2017年4月29日披露2016年年报时在关联方交易

事项进行披露。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第二条资产负债表

日后非调整事项，是指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情况的事项。”2017年4月19

日，邱士杰先生根据上市公司的要求履行担保责任，委托其控制的全资公司北京

天首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向上市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北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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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支付人民币46,692.24万元的事项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公司在

2017年4月29日披露2016年年报时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进行披露。 

公司在收到款项时进行会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466,922,379.87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94,022,379.87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49,228,666.72 

贷：应收账款  —北京中凯信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9,948,140.00 

          —新疆天丰泰富商贸有限公司              74,074,239.87 

其他应收款—上海仓粟钢材有限公司                 118,220,000.00 

—上海甬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46,260,000.00 

—上海义贸实业有限公司                  41,850,000.00 

—上海富盾实业有限公司                  24,250,000.00 

—中融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5,000,000.00 

—工信联合（北京）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  48,920,000.00 

—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48,400,000.00 

资本公积                                         343,251,046.59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已于 2017年 4月 21日就该事项出具了《关

于邱士杰先生为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权提供担保事宜的法

律意见书》，该事项的会计处理无误，邱士杰先生有权向前述债权涉及的债务人

行使债务追偿权，已构成了向邱士杰先生的债权权利的全部转移。 

公司将大力加强信息披露义务，坚决杜绝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公告现象的再

次发生。 

整改负责人：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已完成 

 二、关于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指出，2017年 3月 28日，天首发展收到河北省石家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7]冀 01民初字第 137号）《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等相关材料。原告吕连根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河北省久泰实业有限公司、合慧

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和天首发展三名被告共同向其偿还本金 1300万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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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1300万元（利息暂计至 2016 年 12月 31日，后续利息另计），违约金 130

万元，以上合计 2730万元。上述诉讼涉及赔偿金额占天首发展 2016年期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 14%。天首发展直至 2017年 5月 5日才披露《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整改情况： 

由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其他相关工作人员一起学习《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业务规范，并且在公司的支持

下，加强董秘办工作人员队伍，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无疏漏。 

由于该信息披露的滞后，本公司已于 2017年 5月 10日对董事会秘书出具了

公司内部通报批评的处罚。 

整改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已完成 

三、关于业绩预警披露不准确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指出，2017年 1月 20日，天首发展披露 2016年度

业绩预告称预计报告期内天首发展将实现扭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000万元至 1500万元。2017年 4月 14日，天首发展披露 2016年度业绩

快报，预计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39.73 万元。但 2017年

4月 29日，天首发展披露的 2016 年年度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仅为 512.89万元。天首发展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中财务数据和实际业绩差异较

大，天首发展未能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信息披露不准确。 

整改情况： 

1、内控管理层面 

组织公司财务工作人员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秘办相关人员一起

学习《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业务规则。 

2、财务管理层面 

公司对 2016 年年度披露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披露的 2016 年度业绩快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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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实际业绩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财务报告进行年终审计时本着谨慎性原则，在无形资

产累计摊销转回和关联方资金往来利息核算上进行了审计调整，公司经研究后同

意会计师的调整建议。具体审计调整内容如下： 

（1）2014 年 11 月公司与中融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汇

金”）签订《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金额为 5000 万元，公司实际支付 4500

万元，尚未办理著作权变更手续。公司当月按照合同及发票金额计入无形资产

5000 万元，同时计入应付账款 500 万元，并按月开始计提无形资产摊销。2016

年 4 月，公司与中融汇金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经双方协商，原合同解除，

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中融汇金同意将已收到的 4500 万元款项退还公司。报

告期内公司将无形资产原值扣除应付账款后的余额 4500 万元计入其他应收款，

将无形资产对应累计摊销 666.67 万元冲减当期管理费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审计程序后，依据谨慎性原则及综合考虑该款项的可收回

性后认为，应将无形资产销售退回后对应的累计摊销 666.67 万元计入其他应收

款备抵账户坏账准备处理。该项审计调整减少利润 666.67 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天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分别借入无息资金 5,005.00 万元、230.00 万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审计程序后，认为该项交易为权益性交易，应按照权

益性交易处理原则核算利息计入损益并对应增加资本公积，应按照 1 年内银行同

期贷款利息计提利息支出 29.27 万元，该项审计调整减少利润总额 29.27 万元。 

（3）报告期内关联方天首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无偿为公司提供办

公场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审计程序后，认为该项交易为权益性交易，应按照权

益性交易处理原则核算房租计入损益并对应增加资本公积。按照天首投资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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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北京）有限公司与物业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根据实地测量面积计算公司

应分摊的房租费用，为此计提租金支出 30.90 万元，该项审计调整减少利润总额

30.90 万元。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聘任新的财务总监，旨在加强公司财务力量，但

在年度审计的关键时刻，由于经验不足，与审计机构的沟通不到位。公司严格按

照《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认定，对造成本次年

报实际业绩与业绩快报产生差异的财务负责人给予公司内部通报批评的处罚，同

时加强培训以提高业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准，加强同中介机构的业务沟通，

加强监督和复核工作，切实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整改负责人：财务总监 

整改期限：已完成 

通过此次整改，公司深刻认识到在内部控制规范运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公司将认真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以

此为戒，认真吸取教训，组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不断

完善公司相关制度并落实到位，增强内部控制的严谨性和有效性，确保公司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