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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

施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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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旋极信息”）自上

市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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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

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的情

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收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出具

关注函、问询函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公司

管理部”）于2018年4月3日出具《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监

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18]第23号” 

1、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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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2018年2月8日，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回购股份数量为28万股，回购金额为431.48

万元。2018年2月28日，你公司披露2017年业绩快报，前述股份回购行为发生在

业绩快报披露前10个交易日内。你公司的上述相关行为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4条和《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

指引》第十八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杜绝上

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2、整改措施 

公司已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不断提高规范运作

水平，杜绝类似违规事项的发生，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于2018年9月10日出具《关于对北京旋极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 [2018]第104号”  

1、主要内容 

你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停牌届满3个月时未

能按期披露重组方案，也未及时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直到9

月7日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4条、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第1.3条和《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22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

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2、整改措施 

公司已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加强内控管理，针

对此类事项自查自纠自改，严格执行公司有关内控制度，杜绝类似违规事项的发

生，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9年8月21日出具《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1、主要内容 

经查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与年报数据存在重大差异  

2019年1月24日，旋极信息披露《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18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35,036.30万元至43,600.73万元。

2月28日，旋极信息披露《2018年年度业绩快报及致歉公告》，预计净利润为

3,818.11万元。4月27日，旋极信息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经审计净利润为

5,061.75万元。旋极信息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披露的净利润与年报披露业绩存在

重大差异。  

（二）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2019年5月17日，旋极信息披露《关于公司自查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的提

示性公告》，旋极信息、全资子公司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泰豪）、全资子公司上海旋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间通

过预付账款等形式向实际控制人陈江涛累计转出资金分别达到17,974.47万元、

39,100万元、12,100.58万元，构成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日最高占用资金

余额合计为43,975.05万元，其中有10,454.47万元来源于旋极信息2016年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时配套募集的资金。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

订）》的第16.2条、第16.3条、第16.4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

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对公司予以通报批评的处分，对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陈江涛，总经理谢军伟，财务总监陈为群，时任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明，

监事会主席兼北京泰豪总经理邹卫明予以通报批评的处分。 

2、整改措施 

公司发现上述违规事项后，第一时间向控股股东核实了解情况，并督促控股

股东归还占用资金。公司控股股东已于2019年6月14日偿还了全部占用资金。公

司将加强内控管理，深入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要求，提高

规范运作水平，杜绝类似违规事项的发生。 



（四）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于2019年9月24日出具《关于对北京旋极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19]第130号”  

1、主要内容 

2019年8月27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因自查发

现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你公司将预付账款、无形资产科目重分类为其他

应收款科目并计提坏账准备，对2018年半年报、2018年三季报、2018年年报、2019

年一季报进行了差错更正，其中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

5,061.75万元更正为4,281.77万元。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

和《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1条规定。请你公

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2、整改措施 

公司已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并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加强相关规章制度和信

息披露有关业务的深入学习，确保及时、准确、完整、充分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证监会北京监管

局”）于2019年10月14日出具《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

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2019）106号”  

1、主要内容 

你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陈江涛2018年累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52,675.05万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12%，2019年累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15,6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18%，公司未对上述关联交

易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信息披露。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现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

行政监管措施。 



2、整改措施 

公司发现上述违规事项后，第一时间向控股股东核实了解情况，并督促控股

股东归还占用资金。公司控股股东已于2019年6月14日偿还了全部占用资金。公

司将加强内控管理，深入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要求，提高

规范运作水平，杜绝类似违规事项的发生。 

（六）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于2020年2月4日出具《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2020）25号”  

1、主要内容 

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对当年收购北京联合信标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合信标）100%股权交易事项未按照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处理，会计处理

存在错误。同时，联合信标与公司成本费用核算上混淆不清，不能与其收入准确

对应，该问题亦导致2018年公司收购联合信标股权事项中，对其股权评估所引用

的财务数据公允性、准确性支持证据不足，联合信标2018年对公司的业绩承诺无

法准确测算。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根据《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现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

施，要求公司对前述2018年收购联合信标100%股权事项相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对联合信标财务核算进行重新梳理，确保其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真实、有效。 

2、整改措施 

2018年5月，公司以自有资金5,500万收购联合信标原股东所持全部股权。由

于人员及相关研发项目在2018年度匹配相关收入实质应与公司合并核算，但财务

未基于业务实质进行独立分拆内部核算。目前公司已与立信会计事务所进行沟

通，追溯调整2018年度联合信标对应的财务数据指标，并做出以下整改： 

（1）对前述2018年收购联合信标100%股权事项相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公司

依据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并购实质为判断依据，以《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

期股权投资》第五条规定为核算会计准则，追溯调整前期的账务处理对应商誉为

资本公积，对联合信标2018的收购作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公司于2020年4

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

议案》，本次更正事项影响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2018年年

度报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以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公

司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正。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整

改期限：已完成整改，并长期持续规范运作。 

（2）对联合信标财务核算进行重新梳理，确保其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真实、

有效。公司以业务实质为导向，基于供应链逻辑为基础，进行项目、合同、收入、

成本、费用、利润等维度进行拆分核算。根据立信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模拟财务

报表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G11102号），联合信标2019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77.19万元，业绩真实、有效，业绩承诺已完成。整改

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整改期限：已完成整改，并长期持续规

范运作。 

（2）后续进一步整改措施 

1、今后公司在进行投资并购业务时将强化会计核算规范，细化并修订财务

部门的相关制度，保障在股权评估时引用的财务数据具备公允性、准确性，并且

依据充分。 

2、未来公司将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专项学习和培训。通过持续定期学习《证券法》、《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不断加强上

述人员的合规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3、今后，公司将在北京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指导下，

在广大投资者的共同关心支持下，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严格监督执行公司的

各项业务的合规性，强化公司内部控制治理，及时准确全面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进一步提高公司质量，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七）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于2020年6月18日出具《关于对北京旋极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0]第94号”  

1、主要内容 

2020年4月25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称因2019

年将专网保密通信系统项目按总额法确认收入和成本、2018年收购北京联合信标

测试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按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处理存在错误，公司

对前期财务数据进行差错更正，其中对2018年半年度、2018年前三季度、2018

年年度、2019年半年度、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调整金额分别为481.45万元、

636.63万元、481.45万元、-17,431.86万元、-17,431.86万元，占更正后营业收入

的0.29%、0.25%、0.12%、-14.19%、-7.82%；对2018年半年度、2018年前三季度、

2018年年度、2019年第一季度、2019年半年度、2019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调整金额分别为155.03万元、269.34万元、

130.29万元、2.20万元、14.79万元、16.34万元，占更正后净利润的0.63%、0.78%、

2.95%、0.02%、0.11%、0.07%。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

第1.4条、第2.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

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2、整改措施 

公司已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并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加强相关规章制度和信

息披露有关业务的深入学习，确保及时、准确、完整、充分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八）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于2020年6月24日出具《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2020）117号”  

1、主要内容 

经查，你公司控股股东陈江涛持有的51,770.38万股公司股份于2019年12月17

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冻结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53%，属于《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十条规定的上市公司应当及



时披露的重大事件。你公司时任董事长陈江涛（任职期间：2011年11月18日至2020

年4月7日）、董事会秘书黄海涛（任职期间：2011年11月18日至今）不晚于2020

年1月2日已知悉上述股份冻结事项，但公司迟至2020年5月12日才对外公告，信

息披露不及时。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根据《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现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提醒你公司健全完善重大事项管理和报告制度，依法合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督促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合规履职，切实保

证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

报告。 

2、整改措施 

公司已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加强相关规章制度和信息披露有关业务的深入

学习，确保及时、准确、完整、充分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 

（九）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于2020年8月18日出具《关于对北京旋极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0]第127号”

的主要内容及整改措施 

1、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冻结及

轮候冻结的公告》，称2019年8月28日至2019年12月24日期间控股股东、时任董

事长陈江涛所持股份被全部冻结，占旋极信息总股本的32.57%。经核实，董事会

秘书黄海涛不晚于2020年1月2日已知悉上述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股份冻结事项

的信息披露严重滞后。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

1.4条、第2.1条和第11.11.6条的规定；董事会秘书黄海涛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

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

第3.2.2条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1.13条的规定。 



请旋极信息及黄海涛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

再次发生。 

2、整改措施 

公司已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加强相关规章制度和信息披露有关业务的深入

学习，确保及时、准确、完整、充分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 

（十）其他问询函或工作函 

公司最近五年收到证券监管部门及交易所出具的其他问询函或关注函共11

项，具体列示如下： 

序号 发函部门 日期 文件名称 回复情况 

1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18年11

月19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18]第227号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2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19年2月

18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创业板问询函[2019]第77号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3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19年3月

1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

业板问询函[2019]第87号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4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19年4月

29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

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19]

第110号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5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19年5月

8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19]第184号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6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19年5月

20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2）》创业板年报问询函

[2019]第270号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7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19年9月

23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

函》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

[2019]第47号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8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20年5月

5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

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

第130号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9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21年1月

19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21]第26号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10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21年2月

2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21]第69号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11 深交所创

业板公司

管理部 

2021年4月

21日 

《关于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

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

公司按照函件要求，对函

件中所提到的问题认真核

查，并作出及时书面回复 



第78号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无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或处罚情况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