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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证券简称：神州长城、神州B       公告编号：2019-022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3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9]11 号、[2019]12 号、[2019]13 号、[2019]14 号、[2019]15 号及[2019]16

号），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对公司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略先

生、田威先生、唐先勇先生、崔红丽女士、杨春玲女士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现就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一）收入成本核算不规范，通过账外资金账户列支费用 

你公司 2017 年就柬埔寨某项目确认了有关索赔收入，检查发现，其中 113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700 万元)索赔款直至 2018 年才得到甲方书面确认。根

据你公司会计政策，索赔收入在取得甲方书面确认后才能确认为收入，你公司在

未取得甲方书面确认的情况下，即确认相关索赔收入，收入核算与会计政策不符，

该 700 万元收入确认存在跨期情况。检查还发现，你公司在该项目以及柬埔寨

另两个项目核算中，未按照实际工程进度进行收入成本核算，将本应在 2016 年

确认的收入成本延至 2017 年入账，由此导致 2016 年营业利润少计 1,200 万元，

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54%。 

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员工名义开设账户并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等成本费用

的情况，从银行流水摘要来看，2016 年、2017 年支付成本费用的金额分别为

198.85 万元、385.29 万元。对前述成本费用，你公司未纳入核算，也未能说明

相关账户涉及其他资金收付的合理性，虚增 2016 年、2017 年营业利润分别为

198.85 万元、385.29 万元。 

（二）未及时披露重大项目变化情况，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编制不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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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与武昌船舶重工集团联合体中标

柬埔寨金边 133 层双子大厦世贸中心总承包工程的公告》，称中标总金额约 27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87.81 亿元，占你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

468.31%，2018 年 1 月 27 日，你公司公告称放弃该项目。检查发现，你公司

2017 年 12 月 1 日即知悉项目业主方之一将退出，2017 年 12 月 14 日，项目业

主双方正式解约并于 2018 年 1 月 3 日就退出该项目致函承包方。你公司最迟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就获知该项目进展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但未审慎评估相关影

响，并及时履行信息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二

条的规定。 

你公司 2017 年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披露的净利润金额分别为 5.68 亿元一

6.63 亿元、5.03 亿元，2017 年年报披露的净利润金额为 3.80 亿元，差异金额

分别为 1.88- 2.83 亿元、1.23 亿元，差异率分别为 49.47%-74.47%、32.37% 检

查发现，你公司在编制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时未审慎判断将德国阿库尔医院巴登

巴登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时点的适当性以及低估了对应收票据应计提的坏账

准备，前者导致营业外收入高估 8,848.58 万元，后者导致对坏账准备低估 2, 

352.07 万元，合计影响金额 11,200.65 万元，是导致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你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编制不审慎，致使相关信息披露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

技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三）与多家公司存在无真实业务基础的资金往来，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检查发现，你公司与北京安鲁莱森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北京普亚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北京宏大广发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等 3 家公司存在密切资金往

来。2017 年，你公司与前述 3 家公司合计资金转出、转入金额分别为 15.45 亿

元、15.44 亿元。你公司与前述 3 家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并没有真实业务基础，

资金也存在被挪用风险，显示你公司资金管控有关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检查还

发现，你公司与前述 3 家公司签订了 18 份借款协议，约定向 3 家公司提供资金

4.06 亿元，实际提供 3.51 亿元，占 2016 年净资产的 19.74%。 对于前述借款

事项，你公司未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相关信息披露也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被

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四）募集资金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 

检查发现，你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未涉及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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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追究机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等规定

不明确，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第三条的规定。 

（五）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不规范 

检查发现，你公司在 2016 年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和 2018 年筹划重大

资产置入事项中制作了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但备忘录显示的参与和知悉人员均

未在备忘录上签名确认；你公司 2015 年至 2017 年披露了斯里兰卡某总承包项

目、阿尔及利亚某项目、刚果(布)某项目、印度尼西亚某总承包项目以及卓展中

心项目等重大合同，但你公司未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并纳入管理，不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 

你公司收入成本核算不规范、通过账外资金账户列支费用，导致你公司相关

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披露问题和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披露问

题，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幕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未及时披露重大项目

变化情况，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募集资金

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第三条的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不规范，违反了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的规

定；无真实业务基础的资金往来，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反映你公司资金管控

有关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运作不规范。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五十九条、《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二十一条和《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

正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公司应对照上述问题并按照以下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

正，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1、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

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募集资金和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2、你公司应切实加强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管理，确保收入、成本、

费用等事项会计核算的规范性，从基础上夯实财务核算质量。 

3、你公司应加强工程项目的管控，依法合规经营，建立健全合同签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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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资金收付、收入成本等全链条的财务相关内部控制体系。 

4、你公司应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并对相关资金往来情况和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问题进行全面梳理清查，及时完成资金清收。 

5、你公司应切实规范盈利预测编制，合理、谨慎、客观、准确地披露业绩

预告和业绩快报。 

二、深圳证监局对公司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 

（一）关于对陈略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公司收入成本核算不规范、通过账外资金账户列支费用，导致公司相关财务

信息披露不准确，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披露问题和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披露问题，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幕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未及时披露重大项目变化

情况，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募集资金相关

管理制度不健全，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第三条的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不规范，违反了《关

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

无真实业务基础的资金往来，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反映公司资金管控有关的

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运作不规范。你作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对上述问题负有

主要责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现场检

查办法》第二十一条和《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第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主要违规事实

详见上述“一、关于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内容（一）至（五））。 

（二）关于对田威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公司收入成本核算不规范、通过账外资金账户列支费用，导致公司相关财务

信息披露不准确，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披露问题和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披露问题，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幕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未及时披露重大项目变化

情况，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募集资金相关

管理制度不健全，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第三条的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不规范，违反了《关

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

无真实业务基础的资金往来，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反映公司资金管控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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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运作不规范。你作为公司总经理，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

二十一条和《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十五条

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主要违规事实详见上述

“一、关于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内容（一）至（五））。 

（三）深圳证监局关于对唐先勇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公司收入成本核算不规范、通过账外资金账户列支费用，导致相关财务信息

披露不准确，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披露问题和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披露问题，违反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幕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无真实业务基础的资金往来，

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反映公司资金管控有关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运作不规

范。你作为公司财务总监，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主

要违规事实详见上述“一、关于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内容（一）至

（三））。 

（四）深圳证监局关于对崔红丽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公司收入成本核算不规范、通过账外资金账户列支费用，导致相关财务信息

披露不准确，以及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披露问题，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幕管理

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无真实业务基础的资金往来，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反

映公司资金管控有关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运作不规范。你作为公司财务总监，

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

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主要违规事实详见上述“一、

关于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内容（一）、（三））。 

（五）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杨春玲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公司未及时披露重大项目变化情况，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问题，违反了《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天的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不规范，违反了《关

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

你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对上述相关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和《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

规定》第十五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主要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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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详见上述“一、关于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内容（二）至（四））。 

 

公司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再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

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三、公司说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上述决定书所提出的问题，将

深刻反思在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公司管理

层及相关工作人员将严格按照深圳证监局的要求，积极整改，切实提高规范运作

意识和提升信息披露水平，同时全面梳理相关情况，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公

司的整改情况和报告将及时上报深圳证监局。  

公司相关人员将以此为戒，认真学习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并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