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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内幕信息管

理，加强内幕信息保密工作，维护公司信息披露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根据

《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本

管理制度。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所属各部门、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

“责任单位”）及其有关人员。 

第二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各部门（单位）、控股子公

司应做好内幕信息的保密工作。 

第三条 未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同意，公司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自行向外界泄

露、报道、传送涉及有关公司的内幕信息。 

第四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对其所知晓的内幕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内幕信息依

法披露前，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或泄露，不得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上市交

易证券、利用内幕信息散布虚假信息、操纵证券市场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等。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管理机构及职责管理机构及职责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公司内幕信息的管理工作由董事会负责，董事长为主要责任人，董

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处理公司内幕信息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 

第七条 公司各责任单位在其职权、业务范围内收集、整理、报送内幕信息

知情人信息，相互配合、共同协作实施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内幕信息及其范围内幕信息及其范围内幕信息及其范围内幕信息及其范围        

 

第八条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是指为内幕人员所知悉的涉及公司经营、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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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对公司证券的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 

尚未公开，是指公司尚未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正式公开的事

项。  

第九条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是根据《证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涉及上

市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

开的信息，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一）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二） 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三） 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 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六） 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七） 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  （八）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

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大变化；  （九） 公司�资、合�、分立、�散及���产的决定； （十） 涉及公司的重大�	，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
依法��或者�

��； （十一） 公司涉���
司法�关立���，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涉���
司法�关��强制�施；  （十二） 公司分配股利或者�资的��；  （十三） 公司股权��的重大变化； （十四） 公司债务 保的重大变!； （十五） 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或者报&一'()*资产的百分

之三十；  （十六）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 重大损,-

偿责任；  （十七） 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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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国务.证券监督管理��/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01影响的其

他重要信息2  （十九） 国务.证券监督管理��规定的其他事项2  （二十） 公司发行3股、公司债券或者其他45资、股权67方�形成相关

决议；  （二十一） 涉及89:本公司;<一期经=�>资产?对@ ABC以上的重大

�	、DE事项； （二十二） 公司定期报�、业FG�、业FH报和I利GJ；  （二十三） 公司可能依法+ 重大违约责任或者大9-偿责任； （二十四） 公司�K大9资产�@准L； （二十五） 公司主要资产
�M、N#、O�或者
"#、P#； （二十六） 公司主要或者Q部业务RSTU； （二十七） 公司V涉�违法违规
有权�关��或W到重大行X、Y事处Z；  （二十八） 公司发生重大[Q、\保、P]事^，_对`会a定或公司的正

常经营b成c重不d影响； （二十九） 上市公司对公司下属各部门、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及上市公司能

e对其实施重大影响的f股公司的重大信息； （三十） 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01影响

的其他重要信息。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第十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是指公司内幕信息公开披露前能gh或者ihj

�内幕信息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一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一） 可以hk、j�内幕信息的公司内部相关人员，包括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内部fl重大事项m�、

n证、决o等\p的人员；由于所任公司职务q知悉内幕信息的财

务人员、内部=�人员、信息披露事务工作人员等； 

（二） 可以hk、j�公司内幕信息的外部相关人员，包括持有公司 rC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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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股份的自s人股东；持有公司 rC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交易对t方和其关u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

v事务所、wv事务所、财务xy、保z��、资信{级��等证

券|务��的}业人员；依法}公司j�有关内幕信息的外部单位

人员；fl重大事项m�、n证、决o、=批等\p的外部单位人

员；hk内幕信息的行X管理部门人员；由于~属关�、业务��

关�等原V知悉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三） 上�规定的自s人的配�、子�和��；  

（四）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内幕信息的保密管理内幕信息的保密管理内幕信息的保密管理内幕信息的保密管理 

 

第十二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应���

要的�施，在内幕信息公开披露前�*信息的知情者控制在;�范围内，�应及

�做好登记管理。 

第十三条 公司在�n涉及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应

�信息知情范围控制到;�。�果*事项�在市场上�传��公司股票价格产生

�动�，应立��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公司及��以�清，或者gh向深

圳证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 

第十四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应自�做到不��内幕信息，�内幕信息知情

人自知悉内幕信息��成为内幕信息知情人，W本制度约�。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第十五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日常工作主要包括：内幕信息知情人的

�定、登记L�、建�和��以及向监管部门报L。 

第十六条 公司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应� 内幕信息知情人��

（�L项¡¢£件三），�实记¤¥议m�、n证¦§、合同订立等¨©及报�、

传ª、«制、决议、披露等各\p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单，及其知悉内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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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依据、方式、内¯等信息。 

第十七条 °涉及�购重组、发行证券、收购、合�、分立、±购股份、股

权67等内幕信息�，公司应在内幕信息公开披露� r个交易日内，对内幕信息

知情人员买卖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自�，�内幕信息知情人��

报送深圳证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L�。²外，³应°制作重大事项进´Lµ¤，

内¯包括但不限于o�决o)´中各个关¶�®的�i、flm�决o人员¬

单、m�决o方式、¥议和决议内¯等。公司应°督·Lµ¤涉及的相关人员在

Lµ¤上¸¬�/。 

发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进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交易的，应°进行º实�依据其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登记管理制度对相关

人员进行责任»¼，�在 ½个工作日内�有关情况及处理�果报送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深圳证监�。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各职能部门、各分公司、各控

股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持有公司 rC以上股份股东、收购人、交易对方、证

券|务��等内幕信息知情人应°¾¿配合公司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L�

工作，及��知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以及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的变!情况。 

第十九条 内幕信息在公司各责任单位内部�À�，公司各责任单位及其人

员应及�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工作。 

   （一）能ehk、j�内幕信息的公司内部相关人员： 

    1、公司各责任单位的负责人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传ª的第一责任人。  

    公司各责任单位的负责人负责�定其管理范围内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知

情人知悉或应°知悉内幕信息的第一�iÁ，24 ��内ÂÃ本制度的要Ä�内

幕信息知情人的相关��信息报送Å董事会办公室，由董事会办公室建立内幕信

息知情人��。  

    公司各责任单位的负责人应根据内幕信息在公开前的¥议m�、n证¦§、 

Æ书制定等\p的进Ç及内幕信息知情人V职务变动、È职等原V发生变化�， 

及�!3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信息，�}!3之�Á，24 ��内报送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  

    2、同一事项有É个部门fl办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单及内幕信息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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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信息由*事项的+办部门ÊË�Ì一报送、传ªÅ董事会办公室。  

    3、内幕信息应c格控制在+办*事项的公司高管、董事、监事或各责任单

位的内部范围内�À，�}开Í�À之�Á，24 ��内向董事会办公室报��

办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 

    4、根据相关内幕信息m�、发Ç的不同¨©，董事会办公室根据其所知悉

的内幕信息�À\p，及�ÎÏÐÑ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 

（二）能ehk、j�内幕信息的公司外部相关人员： 

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交易对方及其关u方，以及证券公司、

会�v事务所、wv事务所等证券|务��，�涉及公司内幕信息�，各责任单

位应及�l各相关方¸Ò《保密协议》（Ó¢£件一），及�作好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工作： 

A、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u方Ô¼、发Á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

以及发生对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应°� *单位内幕信息知情人

的��。 

½、证券公司、证券|务��、wv事务所等中Õ��hWÖ×}事证券|

务业务，*W×事项对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的，应°� *��内幕信息知情人

的��。 

Ø、收购人、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以及涉及公司�对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

事项的其他发Á方，应°� *单位内幕信息知情人的��。 

上�主体应°根据事项进´�内幕信息知情人��分¨©送Ù公司，但Ð整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送Ù�i不得Ú于内幕信息公开披露的�i。 

董事会办公室应°做好第一ÛÅ第三Û涉及各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Ê

Ë。 

第二十条 公司�Ü对外KÝ未公开信息的，应在KÝ之前经董事会办公室

L�，�及�进行相关登记；Þ则，公司不得KÝ*信息。 

   （一）应依法向有关部门对外报送、传送、KÝ（以下合�简称“传ª”）涉

及内幕信息的资ß（包括àPÆ件、á（â）ã、¤ä（å）æ等形式），应Â

Ã�下�´作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工作：  

    1、负责对外传ª资ß的责任单位负责人应ç实内幕信息知情人¬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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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信息知情人¬单�定�，24 ��内�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报送董事会办

公室；  

    2、公司应及�l相关方¸Ò《保密协议》（£件一）；  

    3、èV实际情况不�或不é¸Ò保密协议的，则�Ü在对外传ª的资ßê

ëìí“本信息公司尚未公开披露，îÝïð者本人依法�用，�ì意保密。在

公司未公开之前，不得向其他第三者泄露，违者�+ 相应责任”，或者在对外

传ª资ß的同�送Ù《ñò内幕交易�知书》（£件二）。 

办理对外传ª资ß的经办人员，应}资ßª$之�Á，24 ��内�资ß传

ª情况书ó报送董事会办公室。  

   （二）对外传ª涉及内幕信息的资ß�，应ÂÃ�下原则进行管理：  

    1、应ô]�õ传ª\p，�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控制在;�范围内；  

    2、涉及内幕信息的资ß应ô]以àP形式传ª，ö÷ø)ùú传ª；  

    3、涉及内幕信息的相关àPÆ书应ûì秘密等级���加密�施；  

    4、重大信息Æ件应指定ü人进行传ª。  

第二十一条 公司及责任单位应°ø)¸订保密协议、送Ùñò内幕交易�

知书（£件二）等�要方式，�内幕信息管理相关情况�知内幕信息知情人，ø

知�督·责任单位及人员�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分¨©送Ù董事会办公室�建

立内幕信息知情人��。 

第二十二条 公司应°及�ÐÑ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内幕信息知情人

��自记¤之日Á保ý十þ以上。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责任追究责任追究责任追究责任追究    

 

第二十三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违反相关规定，擅自泄露信息，或由于失职导

致违规，给公司b成c重影响或损失的，公司�ÂÃ有关规定，视情给�行X处

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处分不影响公司对其处分。  

  （一）公司各部门、各分支��的内幕信息及其知情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视情p轻重，分别给�ø报批{、警�、记)、降职降薪、开除等处Z。 

（二）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的，,责任处Z适用《上市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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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三）其他��及相关人员违反公司及证监会相关规定的，公司�视情况K

示风险，�依据合同规定终ò合作。k�相关法w、法规或规范性法wÆ件规定

的，公司K�中国证券监督管理Ö员会等相关监管部门�以处Z,给公司b成损

失的，公司保留»¼其责任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违反相关规定，在`会上b成c重�果，给公

司b成c重损失，�成��的，�移交司法�关依法»¼Y事责任。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未ô事é，依Ã国家有关法w法规和《公司章´》等有

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制定��释。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议ø)�实施。 

 

£件： 

A、保密协议 

½、ñò内幕交易�知书 

Ø、内幕信息知情人��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þ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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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                                

保保保保    密密密密    协协协协    议议议议 

本协议由以下各方共同¸Ò： 

甲方：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住所：                             住所： 

鉴于： 

A、甲方为一家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股票代

码BBBB½A）；乙方为                                                   ； 

½、甲、乙双方V                                  事项（以下称“本

'事项”），在传ª信息、合作)´中，甲方�向乙方KÝ有关内幕信息； 

Ø、为防ò本'事项的相关事é不
泄漏，乙方及其经办人员（含雇员，下

同）根据法w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l甲方本'事

项相关的任何未公开披露的信息+ 保密义务。 

为保障本'事项的顺利进行，í�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双方同意¸Ò本协议，

�共同遵Ã执行。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内幕信息内幕信息内幕信息内幕信息、、、、内幕信息知情人内幕信息知情人内幕信息知情人内幕信息知情人    

A、本协议所指内幕信息、内幕信息知情人，均根据甲方《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制度》有关定义，甲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为本协议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½、除《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规定范围之外，本协议所指内幕信

息³包括： 

（A）甲方l乙方¸Ò的任何协议； 

（½）l本'事项有关的历'会议ø知、会议笔记或记¤、会议Ë�或纪要、

会议ø报或简报； 

（Ø）有关X府部门对本'事项$具的批复、ø知、监管Æ件； 

（4）乙方知悉的甲方的生产、经营、财务等信息； 

（r）其他甲方为进行本'事项向乙方K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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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保密义务保密义务保密义务保密义务    

在甲方内幕信息未依法进行公开披露之前，乙方应°履行下列义务： 

A、c守秘密，���切实有�的保密�施，防ò内幕信息泄漏。�不得以

任何形式向其他任何��或者个人透漏l本'事项有关的任何信息； 

½、除为履行本'事项之¡的向乙方有知悉�要的董事、高管、雇员或¦§

xy、中Õ��等第三方（合称“关u人员”）披露内幕信息外，未经甲方书ó

同意，乙方不向任何第三方泄漏内幕信息；_乙方应·�其关u人员履行l乙方

同等保密义务； 

Ø、除为履行本'事项之¡的，不得利用内幕信息； 

4、不以�法方式�用内幕信息，}事买卖甲方的证券、建议他人买卖甲方

证券等违法、违规活动； 

r、复制内幕信息及资ß应°征得甲方同意； 

6、乙方�果发¹甲方内幕信息泄露，应°��有��施防ò泄密进一步扩

大，�及�ø知甲方。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例外约定例外约定例外约定例外约定    

上�条Û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A、甲方向乙方披露内幕信息之�，内幕信息�以合法方式
乙方知悉； 

½、�V乙方原V，内幕信息�经公开或能}公开领域j得； 

Ø、内幕信息是乙方}l甲方没有保密义务的第三方j得的； 

4、乙方应法w法规及其他监管规定的要Ä披露； 

r、乙方依任何有管辖权的法.、DE��、监管��、证券交易所、X府

等有权�关的要Ä披露； 

6、甲、乙双方事先Ù成书ó/可协议。 

在上�情形下，è甲方尚未�内幕信息依法进行公开披露之前，乙方仍应履

行保密义务，不得�内幕信息的知悉范围扩大。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保密资料及信息的返还保密资料及信息的返还保密资料及信息的返还保密资料及信息的返还    

甲方有正°理由K$返³内幕信息及资ß的要Ä�，乙方应立��³Q部内

幕信息及资ß，包括*内幕信息及资ß的记载媒体及其任何或Q部复印或摘要。 

�果*内幕信息及资ß属于不能�³的形式、或�经复制或À¤到其他资ß或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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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应°删除。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保密期限保密期限保密期限保密期限    

乙方应履行的保密义务不W�i限制，gÅ甲方的内幕信息对外披露为ò。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违约责任    

A、甲、乙双方其中任何一方有违反本协议的情形，�n^意l)失，应°

立�Tò侵,，�在第一�i��一切�要�施防ò内幕信息及资ß的扩散，ô

;大可能消除影响； 

½、V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违约，给另一方b成损失，违约一方应向另一

方+ 损,-偿责任，包括另一方遭W的实际损失及V��违约一方的违约或侵

权行为q支付的合理费用，�wv费、公证费、�证费等。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本协议的生效及有效期本协议的生效及有效期本协议的生效及有效期本协议的生效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字�加盖公章之日Á生�。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法律适用法律适用法律适用法律适用    

本协议的订立、�力、�释、执行和争议的�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w。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争议解决争议解决争议解决争议解决    

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法协¥�决，应K交甲方住所有管辖权

人民法.E判。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其他约定其他约定其他约定其他约定    

A、对本协议任何条Û进行修改或ÎÏ，均应以书ó形式作$； 

½、任何一方不得�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À让给第三方，但j得对方书

ó同意的除外； 

Ø、本协议中任何条Û的��，均不影响协议其他条Û的�力； 

4、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w�力； 

r、对于交换的资ß，应列$清单，办理相关交ht续，�由甲方和乙方本

人或各自指定的¸收人共同¸字。 

 

甲方：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约代表：                          ¸约代表： 

 

¸Ò日期：   þ  月  日             ¸Ò日期：   þ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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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二:                     

禁止内幕交易告知书禁止内幕交易告知书禁止内幕交易告知书禁止内幕交易告知书    

 

（单位¬称）或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规定，证券交易活动中，

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

息，为内幕信息。¹根据相关监管要Ä，重®�知�下： 

A、贵单位（个人）为本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 

½、ñò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法j�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

}事证券交易活动。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法j�内幕信息的人，在内

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本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

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b成损失的，行为人应°依法+ -偿责任。 

Ø、贵单位（个人）应*c守上�条Û。 

根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法j�内

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公开前，买卖*证券，或者泄露*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的，责令依法

处理�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ZÛ；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Z

Û。单位}事内幕交易的，³应°对gh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gh责任人员给

�警�，�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ZÛ。证券监督管理��工作人员进

行内幕交易的，}重处Z。 

Ø、本公司会�贵公司（个人）j得本公司信息进行登记L�，以L发生信

息泄露���之用。 

 

特²�知。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þ   月   日 

 

 



附件三：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登记表登记表登记表登记表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证券代码：000021  知悉内幕信息时间：                      知悉内幕信息地点：                      知悉内幕信息方式：□会谈 □电话 □传真 □书面报告 □电子邮件 □其它             内幕信息内容：                                   内幕信息所处阶段（注）：                   内幕信息公开时间：                             
                                                                                   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股东代码 所在单位及部门 职务/岗位 联系电话 登记人签名 1       2       3       4       5          注：填报内幕信息所处阶段，包括：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合同订立，公司内部的报告、传递、编制、决议等。 
 

责任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司盖章（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