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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冯盛雍

9月6日上游新闻证券频道全国独家报道
《“天山老妖”背后老板李刚：10天财富增长
14.53亿！杠杆配资最高12倍》（《重庆商报》9
月7日头版全国独家刊发）后，9月11日，各主
流财经媒体相继跟进报道“上海智本正业官网
显示为一家场外配资公司”的新闻。天山生物
在当天中午发布《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媒体不实报道的澄清公告》（以
下简称“澄清公告”）称，“网站域名已于2020
年3月21日到期，到期后已无官网。”

早在9月 9日，记者登录“工信部 ICP/IP
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输入“上海智
本正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查询到该公司
的两张备案信息表。在 ICP备案主体信息表
中，备案/许可证号“沪 ICP备 08013899号”，
审核通过时间“2020-07-23 10:06:21”，主
办单位名称“上海智本正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主办单位性质“企业”。在ICP备案网站
信息表中，网站名称“上海智本正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网站备案/许可证号“沪 ICP 备
08013899 号-1”网站首页地址“www.shz-
bzy.com www.上海智本正业.com”，网站
域名“shzbzy.com”。记者用鼠标先后点击蓝
色字体的“www.shzbzy.com www.上海智
本正业.com”，页面均能直接跳转登录到“‘专
业、稳定、更安全’，‘配资杠杆11-12倍’、最
高可配2000万元”的上海智本正业官方网站
上，也就是说网站域名、解析的 IP地址、网站
名称、主办单位名称等均是一一对应关系。

在上海智本正业备案页面上，ICP备案/
许可证号的编码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审
核通过时间又有什么意义？一名业内专家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沪”是备案主体(网站
主办者)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八位
数字的号码，是网站首次审批时备案系统产
生的顺序号，也是网站唯一的识别号。备案
号后的“-1”，表示这个备案号下的第1个网
站，每新增一个网站就多加1。

备案审核通过时间是什么意思？9月15
日一早，记者拨打了重庆市通信管理局网络
安全处的座机咨询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
表示：“备案审核通过时间是ICP备案最近一
次的资料变更并通过管理局审核的时间。”

根据记者向业内专家和管理局工作人员
咨询到的结果，上海智本正业ICP备案资料就
一目了然，www.shzbzy.com的备案主体(网
站主办者)在上海，网站主办者是“上海智本正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备案号是上海市通信
管理局审批通过，号码“08013899”，说明是网

站备案审批时新审批出去的第
08013899个。备案号后的“-1”
表示这个备案号下有1个网站即
是 www.shzbzy.com。审核通
过时间：“2020-07-23 10:06:
21”，是指上海智本正业官网ICP
备案最后一次资料变更并通过

审核是发生在2020年 7月
23日10点06分21秒。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非经
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互联网
站管理工作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非经
营性网站未经 ICP备案，不得在境内从事非
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在上海智本正业官
网属地管理部门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官网“备
案指导”栏目里，记者又查阅到《备案信息填
报真实性和规范性的有关要求》《上海市通信
管理局真实性核验单接收办法》等相关管理
规定，网站主办者、互联网接入商等必须落实
网站“先备案后接入”“未备案不接入”，以提
升互联网信息服务（ICP）备案主体真实身份
信息准确率，杜绝网站未备案接入行为的发
生。另外，在中国互联网协会官网上，国家对
网站主办者申请备案所需准备的资料上也有
非常严格规定和清晰的介绍。

9月15日，记者拨打上海市通信管理局的
座机电话咨询网站ICP备案，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公司申请网站ICP备案必须携带公司的
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公司法人、网站主体负责
人的身份证原件，公司法人的亲笔签名原件等
原始材料来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办理网站 ICP
备案手续。”对于申请网站ICP备案信息变更
必须准备哪些材料的问题？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企业网站的接入商不同要求的材料也可
能不同，但是备案信息变更所需的基础材料与
申请网站ICP备案准备的基础材料是一样。”
记者进一步追问所需的基础材料是什么时，上
述工作人员解释：“就是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
原件，公司法人、网站主体负责人的身份证原
件，公司法人的亲笔签名原件等原始材料。”

若网站域名到期，被别人注册后，工信部
ICP备案变更信息最新查询结果又与公司的
信息完全一致，而且还能跳转到公司的网站
上，这时候当事公司该怎么办呢？上海市通
信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咨询的记者说：“企业要
么申请办理注销手续，要么拨打110报警，让
警方调查你们企业是谁盗了企业营业执照原
件、公司法人的身份证原件、法人的亲笔签名
原件等原始材料拿去办手续的。”

天山生物母公司上海智本正业“网站域名
已于2020年3月21日到期，到期后已无官网”
的情况下，网站主办者为什么能拿着上海智本
正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李刚的
身份证原件、李刚的亲笔签名原件等基础性的
原始材料前往接入商处办理 ICP备案信息变
更的，在经过原始材料当面核验、省管局审核，
2020年7月23日10点06分21秒审核通过并
呈现在工信部 ICP备案系统显示的页面上的
呢？7月23日 ICP备案资料变更的后台信息
又是什么内容呢？目前还不得而知。

本公司（重庆新亚远驰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584256682F）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成立清算
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15楼；联系人，刘柳。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20年9月16日

注销
公告

广告

9月12日，当记者再次登录“工信部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输入“上海
智本正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查询到该公司的备案信息时，系统显示“暂无数据”。其实在9月9日，

记者就查询到其最新审核通过的时间是2020年7月23日10点06分21秒。
对于一家完全控股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生物”）的公司来说，为何上海智本正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智本正业”）官网域名到期4个月后，其网站ICP备案又审核通过了？为什么天山生物既不在母
公司上海智本正业官网域名2020年3月21日到期的事实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又不在舆论聚焦下及时信批ICP备案注销申请日期
的事实呢？

天山生物在9月11日的澄清公告中称，
“经上海智本正业核实确认，其网站域名已
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到期，到期后已无官
网。根据域名信息查询结果……上海智本
正业已将该事项向上海浦东新区网安中心
举报，并向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发出ICP备案
注销申请。”

事实上，9月 11日上午，记者依旧能正
常浏览“‘专业、稳定、更安全’，‘配资杠杆
11-12倍’、最高可配2000万元”的“上海智
本正业官网”，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登录，首页
只有白底页面显示硕大红字“……网络攻击
……维护12小时”。9月12日，记者又输入
前述域名登录网站，首页显示的硕大红字内
容更新为“尊敬的用户您好：智本正业网站
进行维护，预计维护时间12小时，请用户不
必着急，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联系微信客
服，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记者扫描页
面中间硕大的微信二维码，显示对应的微信
名是“智本-小张”。随后，记者再次登录

“工信部 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
统”输入上海智本正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查
询，页面显示“暂无数据”。

在上海市通信管理局网站下载的《上海
市 ICP备案用户注销备案申请表》里，记者
注意到“‘填表须知’的第2条第三款：申请
表内所有表格应如实、规范、完整填写。其
中，拟注销备案信息要以备案管理系统(be-
ian.miit.gov.cn)的‘ICP 备案查询’结果为
准，且备案名称、域名及备案号要一致。拟
注销主体的备案号要填写主体备案号（以

‘号’字结尾，如沪 ICP备 09XXXXX5号），
拟注销网站的备案号要填写网站序号（如沪
ICP备09XXXXX5号-1）。第5条：注销申
请表在确认资料无误后将在5个工作日内
给予处理，申请者可自行在备案系统(beian.
miit.gov.cn)的‘ICP备案查询’核实情况（如
查询不到即已注销）。”

记者按上述5个工作日推算，上海智本
正业不早于9月7日（星期一）就提交了《上
海市ICP备案用户注销备案申请表》。也就
是说，依据第2条第三款规定，在上海智本
正业在申请注销备案登记时，其网站的工
信部ICP备案是能查询到的，ICP备案信息
最新变更时间2020年7月23日10点06分
21秒他们也是清楚的。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什么天山生物不在
母公司上海智本正业网站域名2020年 3月
21 日到期前，就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站在舆论的聚光灯下的天山生物，为何在9
月11日发布的澄清公告里又不披露 ICP备
案注销申请日期和相关备案信息变更的事
实呢？

重庆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小山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在第六十三条明
确了，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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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就上市公司天山生
物的公告来说，在母公司上海智本正业网站
域名2020年3月21日到期前没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在舆论聚焦下，9月11日发布的澄
清公告里又没披露 ICP备案注销申请的提
交时间和相关 ICP备案信息早已发生变更
的事实，上述情况如果被法院或行政管理部
门认定为属于信息披露重大遗漏，且该信息
披露重大遗漏导致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根据第六十九条规定，发行人、上
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投资
者可向其进行索赔。另外，在行政处罚方
面，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
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
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
或者报送的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
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为何域名到期4个月后
ICP备案还审核通过了？？？疑

问1
天山生物为何不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疑

问2
天山生物公告称，2020 年 3 月 21 日上海智本正业官网域名到期后已无官

网。然而，其官网在 2020 年 7 月 23 日 10 点 06 分 21 秒却通过工信部 ICP 备案
系统审核。

在 2020 年 3 月 21 日前，天山生物均没及时履行信息披露母公司网站域
名到期无官网的事实。在 2020 年 9 月 11 日，天山生物又没及时履行披露 ICP
备案信息注销申请日期和相关备案信息变更的事实。

◀9月9日，上游新闻记者登录“工
信部 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
理系统”显示“上海智本正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备案最近的审核时
间是“2020 年 7 月 23 日 10 点 06
分21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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