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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0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21-052 

债券代码：128062    债券简称：亚药转债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

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太药业”）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浙证调查字 2019427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及每月发布的进展公告。 

2021年 2 月 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

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1]2号），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3 月 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

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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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 月 21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4 号）及《市场

禁入决定书》（[2021]1 号）。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 

当事人：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

区。 

任军，男，1967 年 8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董事，住址：上海

市徐汇区。 

陈尧根，男，1951年 2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董事长、总经理，

住址：浙江省绍兴县。 

吕旭幸，男，1975 年 6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副董事长、总经

理、董事，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何珍，女，1969 年 3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董事、财务总监，

住址：浙江省绍兴县。 

沈依伊，男，1981年 12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董事、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住址：上海市徐汇区。 

孙黎明，男，1977 年 5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住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胡宝坤，男，1970年 11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副总经理，住址：

浙江省绍兴县。 

王丽云，女，1964年 5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副总经理，住址：

浙江省绍兴县。 

谭钦水，男，1970年 9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副总经理，住址：

浙江省绍兴县。 

钟婉珍，女，1952 年 5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董事，住址：浙

江省绍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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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华标，男，1974 年 4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董事，住址：浙

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詹金彪，男，1962年 12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独立董事，住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何大安，男，1957年 12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独立董事，住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莫国萍，女，1981年 10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独立董事，住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成华强，男，1970 年 5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监事，住址：浙

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赵科学，男，1978 年 3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监事，住址：浙

江省诸暨市。 

王国贤，男，1969年 10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监事，住址：浙

江省绍兴县。 

依据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对亚太药业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

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詹

金彪、何大安、莫国萍进行了陈述和申辩。其余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5 年底，亚太药业收购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新高峰”）100%股权，上海新高峰成为亚太药业全资子公

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16年至 2018 年期间，上海新高峰在未开

展真实业务的情况下，确认来自安徽贤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咏

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浦临西循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乐清迈博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江苏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海安葛莱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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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昊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五睦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茁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文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客

户的销售收入，并通过武汉光谷临床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科临

医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乐清市医临健康医疗基金会等第三方主体实

现资金流转。2016 年，上海新高峰合计虚增营业收入 10,053.27 万

元，虚增营业成本 6,470.94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3,351.73万元，分

别占亚太药业同期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的 11.65%、

12.37%和 23.29%。2017 年，上海新高峰合计虚增营业收入 17,608.24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10,186.04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7,370.78 万元，

分别占亚太药业同期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的 16.26%、

16.96%和 31.08%。2018 年，上海新高峰合计虚增营业收入 17,731.65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10,817.32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6,687.03 万元，

分别占亚太药业同期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的 13.54%、

14.73%和 27.70%。上述财务数据纳入亚太药业合并报表后，导致亚

太药业 2016年、2017 年、2018 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及相关披露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公告、客户资料、财务数据及财务资料、银

行资金流水、询问笔录、董事会及监事会资料、当事人及相关机构提

供的其他材料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亚太药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构成了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 

任军时任上海新高峰董事长兼总经理，组织实施了持续性的财务

造假行为，担任亚太药业董事后明知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仍签字保

证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董事长、总经理陈尧根兼任上海新高

峰董事，未能组织亚太药业对上海新高峰采取必要及有效管控，导致

亚太药业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任军、陈尧根对上述信息披露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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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是亚太药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吕旭幸未能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

完整，审议通过并在相关年度报告上签字。董事兼财务总监何珍未能

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且作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在相关年度报告上签字。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沈依伊在相关年度报告上签字，作为董事会秘书未能保证公司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孙黎明在 2016 年年度

报告上签字，作为董事会秘书未能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副总经理胡宝坤、王丽云、谭钦水在相关年度报告上签字承担保

证责任。董事钟婉珍、平华标，独立董事詹金彪、何大安、莫国萍，

监事成华强、赵科学、王国贤，保证任期内相应年度报告披露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证据表明其已勤勉尽责。上述人员是亚太药业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詹金彪在申辩材料中提出：其一，亚太药业收购上海新高峰发生

下任职之前。前期财务数据已经不真实，以此作为基数，非财务专业

独立董事难以识别此后发生的财务数据作假。其二，上海新高峰主要

负责人蓄意作假，审计机构、财务专业独立董事都被欺骗，非财务专

业独立董事客观上难以察觉。其三，在完善治理结构、监督重大决策、

聘请审计机构等方面基本做到了勤勉尽责。案涉财务造假是本届董事

会自查发现线索并及时报告监管部门调查处理，避免了中小投资者进

一步损失，是勤勉尽责的表现。 

何大安在申辩材料中提出：其一，亚太药业收购上海新高峰发生

在任职之前，这是出现虚假财务事件的根源。其二，2016 年暨收购

后第一年的年度报告经审计机构审核未发现异常。本人签字的 2017

年、2018 年年度报告，公司专业会计师和审计机构都不能甄别存在

虚假，作为非会计专业独立董事难以发现。其三，在完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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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重大决策、聘请审计机构等方面基本做到了勤勉尽责。上海新高

峰财务造假比较复杂，非会计专业独立董事难以察觉。 

莫国萍在申辩材料中提出：其一，对 2016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

不知情、未参与。收购发生在任职之前，任职时充分了解了亚太药业

2016年年度报告等相关资料，保持了合理信赖。其二，对 2017 年、

2018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无法发现、未参与、主观无过错。在审

计报告、鉴证报告等外部证据无异常的情况下，无法推断财务报表存

在虚假记载，无理由主动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此外，上海新高峰主要

负责人有目的实施持续性财务造假行为，具有隐蔽性，作为独立董事

难以发现。 

上述当事人请求减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对于詹金彪、何大安、莫国萍的上述申辩意见，经复核，中国证

监会浙江监管局认为：第一，《公司法》《证券法》等规定，独立董事

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独立董事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持续关注公司经营

管理，主动了解公司情况，并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履行职责，不知情、

未参与、无相关专业背景、信赖中介机构意见等均不构成免责事由。

第二，本案是监管部门关注到相关风险后，要求公司进行自查并开展

现场检查及立案调查等。第三，量罚时已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任职

履职等情况，申辩材料不足以说明其作为独立董事已尽到勤勉尽责义

务。综上，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对詹金彪、何大安、莫国萍的申辩

意见不予采纳。 

本案另有三位时任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 2016 年年度

报告上签字。经审查有关证据材料，并综合考虑以下情节，中国证监

会浙江监管局决定对其免于处罚：三位独立董事在任职期间能较为积

极地参加董事会、审阅议案材料、发表独立意见，保持与公司及相关

人员的沟通，并通过出差参与亚太药业项目调研考察、对收购前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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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高峰业绩进行分析比较、委派团队到上海新高峰现场了解及核查

等方式履行职责。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依据 2005 年《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决定： 

一、对亚太药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 

二、对任军、陈尧根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 

三、对吕旭幸、何珍、沈依伊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5 万元罚

款； 

四、对孙黎明、胡宝坤、王丽云、谭钦水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8 万元罚款； 

五、对钟婉珍、平华标、詹金彪、何大安、莫国萍、成华强、赵

科学、王国贤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

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

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

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

执行。 

三、《市场禁入决定书》内容 

当事人：任军，男，1967 年 8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董事，住

址：上海市徐汇区。 

陈尧根，男，1951年 2 月出生，时任亚太药业董事长、总经理，

住址：浙江省绍兴县。 

依据 2005《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对亚

太药业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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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告知了作出市场禁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任军、陈尧根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

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5 年度，亚太药业收购上海新高峰 100%股权，上海新高峰成

为亚太药业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16年至 2018年期间，

上海新高峰在未开展真实业务的情况下，确认来自安徽贤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咏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浦临西循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乐清迈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江苏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安葛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昊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五

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茁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文澜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等客户的销售收入，并通过武汉光谷临床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佛山市科临医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乐清市医临健康医疗基金会

等第三方主体实现资金流转。2016 年，上海新高峰合计虚增营业收

入 10,053.27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6,470.94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3,351.73 万元，分别占亚太药业同期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

润总额的 11.65%、12.37%和 23.29%。2017 年，上海新高峰合计虚增

营业收入 17,608.24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10,186.04 万元，虚增利润

总额 7,370.78 万元，分别占亚太药业同期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的 16.26%、16.96%和 31.08%。2018 年，上海新高峰合计虚

增营业收入 17,731.65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10,817.32万元，虚增利

润总额 6,687.03 万元，分别占亚太药业同期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利润总额的 13.54%、14.73%和 27.70%。上述财务数据纳入亚太

药业合并报表后，导致亚太药业 2016年、2017年、2018年年度报告

的财务数据及相关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公告、客户资料、财务数据及财务资料、银

行资金流水、询问笔录、董事会及监事会资料、当事人及相关机构提



 

 - 9 - 

供的其他材料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亚太药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构成了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 

任军时任上海新高峰董事长兼总经理，全面负责上海新高峰经营

管理，组织实施了持续性的财务造假行为，担任亚太药业董事后明知

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仍签字保证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董事

长、总经理陈尧根兼任上海新高峰董事，未能组织亚太药业对上海新

高峰采取必要及有效管控，导致亚太药业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任

军、陈尧根对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是亚太药业信息

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

令第 115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五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决定：对任军、陈尧根分别采取 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中国证监

会浙江监管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当事人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

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

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市场禁入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

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

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四、对公司可能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本次涉及的信息披露

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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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 

2、根据《市场禁入决定书》，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

陈尧根先生被采取 5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尽快

聘任新的董事长、总经理，更换法定代表人。 

3、对于此次行政处罚，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

司将吸取教训，强化内部治理的规范性，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