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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丹邦科技”）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209 号）

（以下简称“决定书”），深圳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并要求公司对《决定书》中指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2）。 

收到上述《决定书》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传达，对《决定》中涉及的事项进行

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全面自查，按照《决定书》中的要求逐项梳理

并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公司于 2021年 1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整改报告》。现将具体整改情况

报告如下： 

一、公司开展专项整改的总体安排 

为了更好地落实深圳证监局所下发《决定书》的相关整改要求，公司成立了

专项整改工作小组，由公司董事长担任组长，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整改工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各相关部门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工作规则和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决

定书》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自查，并针对在自查过程中发现的不足，逐项提

出了整改计划。   

公司董事会及时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传达了深

圳证监局《决定书》的有关精神及要求，同时要求整改责任部门及责任人针对《决

定书》提出的有关问题，结合自查整改的落实情况，进一步明确后续安排和改进、

完善措施，并由审计部进行督促检查，做到切实提升公司内控治理水平，更好地

保障公司合规经营、规范运作。 

二、公司实施的整改措施、完成情况及有关说明 

《决定书》中提到的问题 

问题一：公司治理不完善 

《决定书》原文如下： 

1、股东大会会议管理不规范 

关于股东授权委托事项，公司未严格执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规定

执行，股东大会会议管理不规范。 

2、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不规范 

你公司未根据法律法规变化及时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制度。内幕信息知

情人档案和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登记管理不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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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和第十条的规定。 

自查情况说明： 

1）股东大会会议管理不规范 

2017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大会存在公司



自然人股东委托表决情况，委托人登记材料中缺少委托股票账户卡复印件，且授

权委托书内容系自然人股东手拟，与股东大会通知附件中格式不符；2020 年 4

月 22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存在自然人股东委托表

决情况，委托人登记材料中的授权委托书系股东本人手拟，与公司股东大会通知

中附件的格式不符。 

2）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不规范。 

公司于 2011年 11月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简称“本制度”），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公司本制度部分内容存在无法适应当前内幕信息知情人

管理登记要求的情形，但公司未及时对本制度予以修订。 

公司于 2019年 6月筹划并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于 2020 年 4月终

止了此事项，同时筹划和披露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事项，在开展两次非公开发

行事项的工作中，公司均按照《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的规定》对参与筹划阶段及披露前知悉此事项的人员姓名等信息进行了登记入档，

但存在部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和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在登记过程中未完整记

录“内幕信息所处阶段”、“内幕信息知情人或其他所属单位与公司关系”和“知

悉内幕信息地点”等信息。 

整改措施： 

1）公司已就股东大会委托不规范事项通知相关自然人股东。今后公司将按

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通知的格式要求，严格审

核股东大会相关会议资料，确保股东大会资料的规范性、完整性，持续强化股东

大会会议管理工作。 

2）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修订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并经公司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法律法规



的修订情况，并及时根据修订后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予以修订，规范开展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工作；针对公司 2019 年

及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存在部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和重大事项进程备

忘录在登记过程中未完整记录“内幕信息所处阶段”、“内幕信息知情人或其他

所属单位与公司关系”和“知悉内幕信息地点”等信息情形的，公司已根据相关

资料、实际情况及与相关当事人的沟通确认结果对未完整记录的信息进行了补充

登记。 

公司将不定期组织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相关人员认真学习相关证券法律法规，

促进相关人员勤勉尽责，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工作，严格规范公司股东大会会

议管理工作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工作，不断强化内外培训，加强学习，提

升业务能力，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责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整改完成时间：2021年 1月 13日 

问题二：境外资金管理不到位 

《决定书》原文如下： 

你公司对境外供应商退款的安排方式以及不主动对账确认的情形，使公司资

金处于很大不确定性状态，反映出你公司对境外资金管理不到位，不利于公司资

产安全。 

自查情况说明： 

丹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是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7

年 6月，丹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丹邦”）与设备供应商 ADVANCE

株式会社签订了一份设备购置合同，合同总价 328万美元。 2017年 12月 20日

香港丹邦根据合同约定向供应商预付了 328 万美元。 



随公司技术要求变更，原合同所订购设备已无法匹配生产需求，经过多次协

商，双方同意终止该合同，ADVANCE 株式会社同意退款。香港丹邦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通知 ADVANCE 株式会社分两部分退回预付款：194 万美元直接转退香港

丹邦，134 万美元代香港丹邦支付给了丸红株式会社。两笔款项都已执行到位。 

自查结果表明，该合同在双方协商终止及善后过程中，未严格执行公司合同

管理制度和资金管理制度，使公司资金处于很大不确定性状态，反映出公司对境

外资金管理不到位，不利于公司资产安全。 

整改措施： 

1、针对《决定书》提出的问题，公司将完善合同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

强化对外采购合同执行情况的跟踪管理，落实重大合同、重要预付账款跟踪表管

理，加强合同变更流程管理力度，确保合同约定条款与资金管控一致。 

2、组织公司各职能部门认真学习《决定书》有关内容及公司合同管理制度、

设备采购管理制度、采购付款管理制度等。比对制度，自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点，

量化各部门工作考核权重比例。 

3、定期组织财务人员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企业会计

准则》等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学习《公司章程》、《公司财务制度》等制度，提高

财务人员的证券法规意识和业务核算水平，定期开展业务考试，学习成绩纳入绩

效考核。 

4、强化财务部往来核对工作能力，量化往来会计及职能部门业务人员往来

核对工作量、准确率、询征回函率，确保公司往来核算及时、准确、客观，确保

公司境外资金的安全。 

责任部门：总办、采购部、财务部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采购负责人 

整改完成时间：持续整改 

问题三：公司年报未完整披露关联交易 



《决定书》原文如下： 

你公司 2017年至 2019年年报中未披露关联方东邦科技（香港技术）有限公

司代公司全资子公司垫付人员薪酬、运输费等关联交易事项。 

自查情况说明： 

东邦科技(香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东邦）为广东东邦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邦”）之子公司，广东东邦为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丹邦科

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邦香港”）为公司之子公司，香港东邦为公司

关联方。 

香港东邦于 2017 年起为丹邦香港垫付人员薪酬、运输费用等，因财务部工

作人员疏忽，沿用了以往年度的年报格式，在编制 2017年至 2019年年报的《十、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章节时对公司销售产品给关联方公司进行了披露（见附表 1），

遗漏了香港东邦为丹邦香港垫付费用（见附表 2）未披露。 

附表 1：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发生额 2018 年发生额 2017 年发生额 

香港东邦 产品销售 340,567.09  352,343.82  381,689.06  

广东东邦 产品销售 0.00  2,507.86  0.00  

小计   340,567.09  354,851.68  381,689.06  

      附表 2： 

2017-2019年香港东邦代丹邦香港支付费用汇总表 
 

年份 代付工资/公积金 代付差旅费 代付运费/报关费 合计(港币) 折人民币 

2017    1,393,653.50    390,450.00     1,024,172.59    2,808,276.09    2,347,466.07  

2018    1,319,970.08   0.00      454,906.44    1,774,876.52    1,555,146.82  

2019    1,903,599.96    117,000.00       137,934.16    2,158,534.12    1,933,571.69  

整改措施： 



公司将在 2020 年年度报告编制之前，组织财务部相关工作人员学习《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及《企业会计准则》等的有关规定，并重点针对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章节内容进行学习和讨论，加强财

务部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升财务部整体专业能力和整体素质，提升财务管理

的整体素质，规范公司财务核算，强化财务核算薄弱环节，规范开展信息披露工

作。 

责任部门：财务部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整改完成时间：持续整改 

问题四：财务会计基础薄弱 

《决定书》原文如下： 

你公司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存在减值迹象的长

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公司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要求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 

自查情况说明： 

公司目前的财务会计核算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存

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 

丹邦香港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母公司对丹邦香港的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

12,196,947.98元。丹邦香港近3年累计亏损-10,538,866.56元。见附表3： 

      附表3：  

  
单位:人民币元 

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丹

邦香港 
净利润(丹邦香港) 

12,196,947.98  2017 年         -1,640,969.14  

  2018 年         -3,267,934.13  



  2019 年         -5,629,963.29  

  近 3年累计亏损        -10,538,866.56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母公司对亏损子公司丹邦香

港的长期股权投资应进行减值测试及计提减值损失，未计提减值损失只影响母公

司的净利润，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净利润造成影响。 

公司在2017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中《对子公司投资》披露的对丹邦香港帐面

期初和期末余额均为12,196,947.98元，见附表4： 

附表 4： 

（1）对子公司投资 

被投资单
位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本期计提减
值准备 

减值准备期
末余额 

丹邦香港 12,196,947.98   12,196,947.98   

广东丹邦 1,055,968,160.00   1,055,968,160.00   

光明丹邦       

合计 1,068,165,107.98   1,068,165,107.98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以预期信用损失

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计量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如下，见附表 5： 

附表 5： 

以账龄为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按账龄组合按预

期信用损失率计

提坏账 

账龄 
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

率 

其他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

率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5.00% 5.00% 

1-2 年 10.00% 10.00% 

2-3 年 30.00% 30.00% 

3-4 年 50.00% 50.00% 

4-5 年 80.00% 8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以其他方式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其他组合 

组合方式 
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

率 

其他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

率 

组合 1（押金、保证金组合） 0.00% 0.00% 

组合 2（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组合） 
0.00% 0.00% 

组合 3（其他应收暂付款项） 0.00% 0.00% 

应收账款按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账龄组合 账面余额 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年以内 271,728,998.21 5.00% 13,586,449.91 

1-2年 22,974,704.08 10.00% 2,297,470.41 

2-3年 1,997.94 30.00% 599.38 

3-4年   50.00% 0.00 

4-5年 168,068.30 80.00% 134,454.64 

5年以上   100.00% 0.00 

合  计 294,873,768.53   16,018,974.34 

其他应收款按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1.按账龄组合： 

账龄组合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

率 
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 年以内  202,375.25 5.00% 10,118.76 

 1 至 2 年  9,500.00 10.00% 950.00 

 2 至 3 年  65,000.00 30.00% 19,500.00 

 3 至 4 年  - 50.00% - 

4 至 5 年 20,000.00 80.00% 16,000.00 

 5 年以上  22,748.72 100.00% 22,748.72 

 合  计  319,623.97 
 

69,317.48 



2.按其他组合： 

其他组合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

率 
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押金 
 

0.00% - 

保证金 
 

0.00% - 

备用金 
 

0.00% - 

代扣代缴款项 
 

0.00% - 

应收补贴款项 
 

0.00% 
 

应收出口退税 2,953,314.66 0.00% - 

其他 
 

0.00% - 

集团内关联方

款项  
0.00% - 

合并范围内关

联方款项  
0.00% - 

合计 2,953,314.66 - - 

整改措施： 

公司将在 2020 年度及往后年度的报告中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资产减值》的规定对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严格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先根据历史经验确认应收账

款违约损失率，再考虑前瞻性信息，分析与回收率相关的关键驱动因素的主要变

化，采用谨慎原则，以迁徙率模型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财务部将在编制 2020 年年报之前，组织年报编制人员重新学习《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尤其是《企业会计准则

第 36号——关联方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内容进行重点学习和讨论。并以此为鉴，要

求全体财务人员平加强财务知识的学习，努力提升财务核算水平，规范财务会计



核算，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未来，公司财务部将定期组织

人员加强财务知识学习，提升财务整体管理素质，规范财务会计核算，进一步加

强相关考核机制，提高财务会计核算质量，充分调动财务人员的积极性，奖优惩

劣，将评核结果与财务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持续提高公司财务管理水平。 

责任部门：财务部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财务负责人 

整改完成时间：持续整改 

三、公司总结及持续整改计划 

经过梳理和分析，公司深刻认识到了在公司治理、内部管理、财务核算及信

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公司将根据深圳证监局下发《决定书》的有关

要求，积极开展持续自查和整改，完善落实各项整改措施，提升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法规知识，提升公司规范运作能力，加强会计基础，强化

内部控制监督检查。 

公司将以本次自查和整改为契机，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遵守《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财务核算，加强信息披露管

理，推动合规建设常态化，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经营管理水平，持续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有效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报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