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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78         股票简称：澄星股份          编号：临 2019-006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2 月 22 日，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苏证调查通字【2015027】号），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上述信息公司已于 

2015 年12月23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2015-055）。  

2017年 8月 14 日，公司、李兴、周忠明、傅本度、夏正华、华平、李岐霞、

钱文贤、赵俊丰、卢青、沈晓军、马丽英、陆宏伟、钱钧、王国尧、沈国泉、王

荣朝、刘伟东、江新华、江国林、黄晓鸣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处罚字[2017]90 号）。上述信息公司已于 2017年 8月 16日在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2017-017）。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已按相关

规定向证监会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 

2019年 2月 12 日，公司、李兴、周忠明、傅本度、夏正华、华平、李岐霞、

钱文贤、赵俊丰、卢青、沈晓军、马丽英、陆宏伟、钱钧、王国尧、沈国泉、王

荣朝、刘伟东、江新华、江国林、黄晓鸣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9

号）；同日，周忠明、傅本度收到证监会《市场禁入决定书》（[2019]2 号）。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当事人：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星股份），住所：江苏省

江阴市，法定代表人李兴。 

李兴：男，1953 年 8 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董事长，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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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明：男，1968 年 1 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董事、财务总监（2012 年 10

月后），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傅本度：男，1961 年 2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副董事长（2012年 10月后）、

总经理，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夏正华：男，1983 年 4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董事会秘书，住址：江苏省江

阴市。 

华平：男，1975 年 12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财务总监（2011年 6月至 2012

年 10月），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李岐霞：女，1980 年 2 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董事，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钱文贤：男，1967 年 8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董事、副总经理，住址：江苏

省江阴市。 

赵俊丰：男，1974 年 10 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董事、副总经理，住址：江

苏省江阴市。 

卢青：男，1977 年 2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独立董事（2012年 10 月后），住

址：江苏省江阴市。 

沈晓军：男，1975 年 2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独立董事（2012年 10月后），

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马丽英：女，1971 年 10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独立董事（2012年 10月后），

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陆宏伟：男，1964 年 2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副董事长（2012年 10月前），

住址：江苏省南京市。 

钱钧：男，1968 年 4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董事、副总经理，住址：江苏省

江阴市。 

王国尧：男，1947 年 9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独立董事（2012年 10月前），

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沈国泉：男，1946 年 8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独立董事（2012年 10月前），

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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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朝：男，1966 年 6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独立董事（2012年 10月前），

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刘伟东：男，1974 年 5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监事会主席，住址：江苏省江

阴市。 

江新华：男，1978 年 12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监事，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江国林：男，1970 年 10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监事，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黄晓鸣：男，1969 年 10 月出生，时任澄星股份副总经理，住址：江苏省江

阴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

澄星股份信息披露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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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当事人提出书面陈

述申辩意见，应澄星股份、李兴、周忠明、傅本度、夏正华、华平、李岐霞、钱

文贤、赵俊丰、卢青、沈晓军、马丽英的要求，我会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

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申辩意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澄星股份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未按规定披露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2011 年至 2014 年，澄星股份控股股东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澄星集团）及其关联方通过银行划款或银行票据方式占用澄星股份及其控股子

公司资金（以下简称关联方资金占用），通过银行划款方式向澄星股份及其控股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以下简称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1年度。本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 89,800 万元，当年归还 66,500.69

万元，截止 2011年 12 月 31日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 23,299.31万元。关联方提供

财务资助 4,200万元，当年全部归还。 

（二）2012年度。年初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 23,299.31万元，本年累计发生

关联方资金占用 186,700 万元，当年归还 186,700 万元，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 23,299.31万元。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10,000 万元，当年

全部归还。 

（三）2013年度。年初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 23,299.31万元，本年累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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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占用 47,000万元，本年归还资金 67,000 万元，截止 2013年 12月 31日资金

占用余额 3,299.31万元；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57,000万元，当年全部归还。 

（四）2014 年度。年初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 3,299.31 万元，本年累计发生

资金占用 35,000万元，当年归还 35,000万元，截至 2014年 12月 31 日资金占用

余额 3,299.31万元。 

澄星股份未按照《证券法》第六十六条第六项、200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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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年

报准则）第四十五条，2012 年修订的年报准则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

2010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

规定》（以下简称财报准则）第三十八条、2014 年修订的财报准则第五十二条的

规定，在 2011年至 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资金”及“关联交易”情况，也未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项、第五项的相关规定履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澄星股份的上述行为，构

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上市公司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

为。 

二、澄星股份 2011 年、201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一）澄星股份 2011 年末应收票据虚增 9,780 万元，应付票据虚减 20,000

万元，其他应收款虚减 29,780万元。 

1.票据背书延迟入账导致 2011年末应付票据虚减 20,000万元，其他应收款

虚减 20,000万元。 

2.不真实票据交易导致 2011年末应收票据虚增 9,780万元，其他应收款虚减

9,780万元。 

（二）2012 年末应收票据虚增 9,513.80 万元，应付票据虚减 20,000 万元，

其他应收款虚减 20,000 万元，预付账款虚减 9,513.80万元。 

1.票据背书延迟入账导致 2012年末应付票据虚减 20,000万元，其他应收款

虚减 20,000万元。 

2.不真实票据交易导致 2012年末应收票据虚增 9,513.80万元，预付账款虚

减 9,513.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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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星股份 2011年、201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所述“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

假记载”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上市公司所披露

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行为。 

李兴作为时任董事长，傅本度作为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夏正华作为时任

董事会秘书，对澄星股份临时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主要责任；周

忠明作为财务总监（2012年 10月后）、董事，直接决策了涉案资金往来事项，华

平作为财务总监（2012年 10月前），知悉涉案事项，未勤勉尽责。李兴、傅本度、

周忠明、华平、夏正华为澄星股份临时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李兴作为董事长，周忠明作为财务总监（2012年 10月后）、董事，傅本度作

为副董事长、总经理，华平作为财务总监（2012 年 10月前），签署确认相应涉案

年度报告，对澄星股份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主要责任；周忠

明直接决策了涉案资金往来事项，李兴、华平知悉或者应当知悉涉案事项，未勤

勉尽职；傅本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信息披露行为已勤勉尽职。周忠明、李

兴、傅本度、华平为澄星股份年度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夏正华作为时任董事会秘书，李岐霞、钱文贤、赵俊丰、卢青、沈晓军、马丽英、

陆宏伟、钱钧、王国尧、沈国泉、王荣朝作为时任董事、独立董事，刘伟东、江

新华、江国林作为时任监事，黄晓鸣作为时任副总经理，签署确认相应涉案年度

报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信息披露行为已勤勉尽职，为澄星股份年度报告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负责人员。 

以上事实，有相关银行资料、财务凭证、相关报告和公告、涉案人员询问笔

录、情况说明、澄星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当事人听证时提出了申辩意见，并在听证会后提交补充陈述申辩意见，请求

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经复核，我会认为： 

第一，经核算，事先告知书关于澄星集团及其关联方 2011年以及此后年度资

金占用余额 3,299.31 万元的认定，数据准确。 

第二，澄星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持续发生时间长，情节较为严重，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所述应当

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且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澄星股份具有主观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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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罚幅度已充分考虑违法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序，量罚适当。 

第三，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依法应保证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准

确、完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兴、傅本度、周忠明等当事人已尽勤勉尽责义

务，未发现具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所述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

情形，量罚幅度适当。 

周忠明作为财务总监（2012年 10月后）、董事，傅本度作为副董事长（2012

年 10月后）、总经理，签署确认相应涉案年度报告，对澄星股份财务报告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主要责任；周忠明直接决策了涉案资金往来事项，傅本

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信息披露行为已勤免尽责。周忠明、傅本度为澄星股

份年度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澄星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持续发生时间长，非经营性资金点用金额较大，

周忠明作为财务总监行为恶劣、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情节较为严重。傅本度

作为副董事长、总经理，情节严重。 

综上，我会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及补充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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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澄星股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 

二、对李兴、周忠明予以警告，并分别处以 30万元罚款。 

三、对傅本度给予警告，并处以 20万元罚款。 

四、对夏正华给予警告，并处以 10万元罚款。 

五、对华平给予警告，并处以 8万元罚款。 

六、对李岐霞、钱文贤、赵俊丰、卢青、沈晓军、马丽英给予警告，并分别

处以 5万元罚款。 

七、对陆宏伟、钱钧、王国尧、沈国泉、王荣朝、刘伟东、江新华、江国林、

黄晓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万元罚款。 

对周忠明采取十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傅本度采取三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周忠明、傅本度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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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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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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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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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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