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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中喜函报 2022B00053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收到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

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公告更名，以下简称“亚联发展”或“公司”）转来的贵所《关于对深圳

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2〕第

8 号，就其中需要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的问题具体回复如下（以下涉及 2022 年事项未经

审计）： 

一、问询函 1．根据你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影响

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1）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包括

函证受限、重要子公司开店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店宝科技”）毛利率异常。

通过重新发函、会计差错更正、毛利率对比分析等措施，你公司及会计师认为 2021 年

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会计师出具了《关于深圳亚联发展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专项说明的审核

报告》《关于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2）经对 2021 年度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结合函证回函情况，你公司发现 2021 年度财

务数据存在少计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少计存货及应付账款、多计预付账款、错误合并

抵销多列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差错，你公司对此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3）针对函

证受限事项，你公司通过继续催收期后回函、重新发函并加大催收力度等措施解决，其

中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就 9999600170300150526169 账户回函，该账户

除贷款外无其他业务，2021 年 12 月 31 日贷款余额为 389,152.09 元，已取得该账户的

贷款发放凭证、期末后贷款还款明细、贷款结清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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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1）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是否具有广泛性影响及

具体依据，会计师是否已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19 号准则》）第五条的规定

进行审计或专项鉴证，会计师出具的审核报告是否符合上述规定；（2）2021 年度财务

数据存在会计差错的具体原因，你公司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3）深圳前

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回函的具体原因，会计师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能充分证明

负债的完整性及具体依据；（4）非银行类询证函已回函金额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

额或当期发生额的具体比例，是否能充分保证相关会计科目列报的准确性；（5）按照

《19 号准则》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补充披露更正后经审计年度财务报表和涉

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逐项核查与说明，并说明公司更正后的 2021 年财务报表

是否已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公司回复： 

（一）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是否具有广泛性影响及具体依据，会计师是否

已按照《19 号准则》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审计或专项鉴证，会计师出具的审核报告是否符

合上述规定 

1．会计差错更正金额占更正前后报表项目金额的比例 

表一：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增加为 

正数，减少为负数）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占更正前金额比例

（增加为正数，减少为负数） 

更正金额占更正后金额比例

（增加为正数，减少为负数） 

预付账款 380,105,782.90 -37,201,617.17 342,904,165.73 -9.79% -10.85% 

存货 143,452,654.73 60,158,677.24 203,611,331.97 41.94% 29.55% 

流动资产合计 1,315,163,825.14 22,957,060.07 1,338,120,885.21 1.75% 1.72% 

资产总计 2,082,268,310.94 22,957,060.07 2,105,225,371.01 1.10% 1.09% 

应付账款 771,835,458.47 54,060,512.67 825,895,971.14 7.00%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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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增加为 

正数，减少为负数）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占更正前金额比例

（增加为正数，减少为负数） 

更正金额占更正后金额比例

（增加为正数，减少为负数） 

应交税费 14,190,489.93 2,207,899.75 16,398,389.68 15.56% 13.46% 

流动负债合计 1,832,389,647.90 56,268,412.42 1,888,658,060.32 3.07% 2.98% 

负债合计 2,041,338,717.86 56,268,412.42 2,097,607,130.28 2.76% 2.68% 

未分配利润 -661,189,536.51 -14,990,108.56 -676,179,645.07 -2.27% -2.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43,714,193.67 -14,990,108.56 -58,704,302.23 -34.29% -25.53% 

少数股东权益 84,643,786.75 -18,321,243.79 66,322,542.96 -21.65% -27.62% 

股东权益合计  40,929,593.08 -33,311,352.35 7,618,240.73 -81.39% -437.2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

计  
2,082,268,310.94 22,957,060.07 2,105,225,371.01 1.10% 1.09% 

营业收入 1,933,242,996.83 21,837,076.55 1,955,080,073.38 1.13% 1.12% 

其中：营业收入 1,933,242,996.83 21,837,076.55 1,955,080,073.38 1.13% 1.12% 

营业总成本 2,007,441,118.92 55,148,428.90 2,062,589,547.82 2.75% 2.67% 

其中：营业成本 1,523,056,168.70 55,148,428.90 1,578,204,597.60 3.62% 3.49% 

营业利润 -266,824,700.65 -33,311,352.35 -300,136,053.00 -12.48% -11.10% 

利润总额 -270,145,524.58 -33,311,352.35 -303,456,876.93 -12.33% -10.98% 

净利润 -275,026,091.49 -33,311,352.35 -308,337,443.84 -12.11% -10.8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3,887,019.16 -14,990,108.56 -288,877,127.72 -5.47% -5.19% 

少数股东损益  -1,139,072.33 -18,321,243.79 -19,460,316.12 -1608.44% -94.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281,054,061.14 -14,990,108.56 -296,044,169.70 -5.33% -5.0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75,472.88 -18,321,243.79 -18,396,716.67 -24275.27% -99.59% 

2．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是否具有广泛性影响及具体依据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因函证受限和子公司（指开店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以下简称“开店宝科技”）毛利率异常被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喜财审 2022S01070 号）。后期公司通过重新发函和梳理

开店宝科技的收入、成本及其他相关数据来消除 2021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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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的影响，并对在此过程中发现的错报进行会计差错更正，总的来说对财务报表整体

影响有限。 

（1）如上表所示，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资产总额影响为 1.09%，对负债总额的影

响为 2.68%，对收入的影响为 1.12%，对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为 5.19%，会

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整体影响有限。 

（2）会计差错更正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金额均为负数，会计差错更正前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导致公司由盈利转为亏损

或者由亏损转为盈利，即未导致盈亏性质发生改变。 

（3）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影响公司的退市指标、风险警示指标、持续经营能力等重

要指标。 

综上，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影响。 

3．会计师是否已按照《19 号准则》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审计或专项鉴证，会计师出

具的审核报告是否符合上述规定 

《19 号准则》第五条规定：公司对已经公布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需要聘请符

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或对相关更正事项

进行专项鉴证。（一）如果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影响，或者该事项

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更正后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

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二）除上述情况外，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仅对更正事项执行专

项鉴证并出具专项鉴证报告。 

因公司本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影响，未导致 2021 年度合

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由盈

利转为亏损或者由亏损转为盈利，即未导致 2021 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会计师对会

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并出具审核报告符合《19 号准则》第五条之规定。 

 

（二）2021 年度财务数据存在会计差错的具体原因，公司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

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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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度财务数据存在会计差错的具体原因 

表二： 

序号 类别 
会计差错 

更正事项 
涉及会计科目及金额 具体原因 

1 

涉及开

店宝科

技主营

业务收

入、主

营业务

成本项

目 

开 店 宝 科 技

2021 年度审计

报告抵消错误 

2021 年度合并抵销错误，导致开店宝

科 技 多 列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14,961,252.62 元，多列主营业务成

本 14,961,252.62 元。 

2021 年开店宝科技因人员变动交

接不到位等原因导致统计部分内部

交易时存在错误。 

2 

开店宝科技收

清算款后通过

往来支付部分

分润款错账 

开店宝科技通过往来支付分润款

35,636,734.29 元，该款项均未计收

入与成本，导致主营业务收入少计

33,619,560.65 元，主营业务成本少

计 35,636,734.29 元，应交税费少计

2,017,173.64 元。 

2021 年开店宝科技因人员变动交

接不到位等原因导致部分财务核算

出现错误。 

3 

开店宝科技冲

销三年以上不

需支付的应付

账款 

开店宝科技 2021 年度冲销三年以上

不需支付的应付账款8,278,844.67元

时，将该金额冲销了主营业务成本，

导致 2021 年度主营业务成本少计

8,278,844.67 元，应付账款少计

8,278,844.67 元。 

开店宝科技考虑到三年以上应付账

款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而

且每年支付三年以上的应付账款很

少，遂冲销三年以上的应付账款和

当期的主营业务成本。 

4 

开店宝科技在

核算清算款项、

成本计提中账

务错误 

开店宝科技冲销应付清算款错帐，导

致主营业务收入少计 3,178,768.52

元，应交税金少记 190,726.11，主营

业务成本少计 3,369,494.63 元。 

开店宝科技将"应付待清算款"与"备

付金账户"余额核对的 2021 年度累

计差异冲减了 2021 年度主营业务

成本。 

5 

开店宝科技核算资金调节错账，导致

主营业务成本少计 7,111,150.00 元，

应付账款少计 7,111,150.00 元。 

服务商的资金调节属于服务商分润

的再分配（例如调减对 A 服务商的

应付账款，调增对 B 服务商的应付

账款，不影响主营业务成本，只涉

及对两个服务商往来科目的调节），

财务做账时将该类事项只做了冲减

A 服务商的账务处理，并调减了对

服务商 A 的主营业务成本，并未对

B服务商的主营业务成本进行计提，

导致 2021 年度主营业务成本少计。

由于开店宝科技人员变动，交接不

到位，信息不同步导致账务处理错

误引起。 

6 

开店宝科技 2021 年末未根据系统数

据计提成本，导致主营业务成本少计

1,999,201.36 元，应付账款少计

1,999,201.36 元。 

开店宝科技和服务商核对往来存在

时间差，导致 2021 年未及时按系统

数据调整账面数。 

7 

开店宝科技重复冲销计提成本错账，

导 致 主 营 业 务 成 本 少 计

13,714,256.57 元，预付账款多计

13,714,256.57 元。 

开店宝科技在核算成本时，先根据

后台系统数据计提成本，待与服务

商数据确认无误后，根据计提金额

和服务商确认金额的差额冲销或补

提成本。开店宝支付公司冲销多计

提的成本时，重复冲销成本，导致

开店宝科技当期主营业务成本少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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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会计差错 

更正事项 
涉及会计科目及金额 具体原因 

8 

对亚联

发展专

网业务"

存货"和

" 预 付 /

应付"款

项的调

整 

对"存货"和"预

付/应付"款项的

调整，主要是将

亚联发展专网

业务中的购入

存货发往施工

现场而尚未安

装验收前列入"

存货"科目，进

而对原计入"预

付账款"或"应付

账款"的金额进

行重分类调整 

2021 年 末 专 网 业 务 少 计 存 货

60,158,677.24 元，少计应付账款

36,671,316.64 元，多计预付账款

23,487,360.60 元。 

公司的专网业务是向供应商采购电

力、公路、轨道等专业设备，由供

应商直接发货至电力、公路、轨道

等系统的客户单位工地，客户单位

工地人员签收，待客户单位整个工

程完成、验收、试运行成功后确认

入库、同步确认收入、结转成本，

时间跨度较长，公司账面金额和供

应商回函的差异主要因供应商开票

给公司后按照发票未收款金额确认

对公司的应收账款，公司收到供应

商发票后因未收到客户签收单和工

程安装验收报告等资料导致未确认

入库，只确认进项税。系时间性差

异导致，公司按照供应商函证的回

函金额调整预付账款、应付账款至

存货。 

2．公司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1）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标准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标准为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 

定性标准为：（1）具有以下特征的认定为重大缺陷：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舞

弊；注册会计师发现当期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而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未能发现该

错报；对已经公告的财务报告出现的重大差错进行错报更正；公司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

计部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无效。（2）具有以下特征的认定为重要缺陷：未依照公认会计准

则选择和应用会计政策；未建立反舞弊程序和控制措施；对于非常规或特殊交易的账务

处理没有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或没有实施且没有相应的补偿性控制。（3）一般缺陷：未

构成重大缺陷、重要缺陷标准的其他内部控制缺陷。 

定量标准为：（1）重大缺陷：①错报≥利润总额的 5%；②错报≥资产总额的 3%；

③错报≥营业收入的 3%。（2）重要缺陷：①利润总额的 3%≤错报＜利润总额的 5%；

②资产总额的 1%≤错报＜资产总额的 3%；③营业收入的 1%≤错报＜营业收入的 3%。

（3）一般缺陷：①错报＜利润总额的 3%；②错报＜资产总额的 1%；③错报＜营业收

入的 1%。 

（2）各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占各内控缺陷量化指标的比例（按表二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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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序号 涉及会计科目及调整金额 

相关内部控制缺陷的分析 

占更正后利润 

总额的比例 

占更正后收入 

的比例 

占更正后资产 

总额的比例 
内控缺陷 

1 
调减主营业务收入 14,961,252.62 元，调减

主营业务成本 14,961,252.62 元。 
不适用 0.77% 不适用 一般缺陷 

2 

调增主营业务收入 33,619,560.65 元，调增

主营业务成本 35,636,734.29 元，调增应交

税费 2,017,173.64 元。 

0.66% 1.72% 0.10% 重要缺陷 

3 
调增主营业务成本 8,278,844.67 元，调增

应付账款 8,278,844.67 元。 
2.73% 不适用 0.39% 一般缺陷 

4 

调增主营业务收入 3,178,768.52 元，调增

主营业务成本 3,369,494.63 元，调增应交

税金 190,726.11。 

0.06% 0.16% 0.01% 一般缺陷 

5 
调增主营业务成本 7,111,150.00 元，调增

应付账款 7,111,150.00 元。 
2.34% 不适用 0.34% 一般缺陷 

6 
调增主营业务成本 1,999,201.36 元，调增

应付账款 1,999,201.36 元。 
0.66% 不适用 0.09% 一般缺陷 

7 
调增主营业务成本 13,714,256.57 元，调减

预付账款 13,714,256.57 元。 
4.52% 不适用 0.65% 重要缺陷 

8 

调增存货 60,158,677.24 元，调增应付账款

36,671,316.64 元 ， 调 减 预 付 账 款

23,487,360.60 元。 

不适用 不适用 1.09% 重要缺陷 

3．针对涉及的上述缺陷事项，公司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进行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如

下： 

（1）公司在通过自查发现会计差错后，立即着手分析会计差错产生的具体原因，识

别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及时予以解决，同时聘请会计师

对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鉴证。 

（2）加强管理制度建设与执行，持续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对包括《公司财务报

告编制与披露管理办法》《公司成本费用管理办法》等财务报告相关制度进行全面梳理，

以利于公司持续规范运作、健康发展。 

（3）强化对子公司内控制度的完善，包括加强财务核算及管理、建立部门间沟通和

对账机制等，强化子公司的风险管控，加强人员变动交接的监督，提升财务工作人员的

专业水平，持续督促子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执行，保证执行结果达到控制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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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员工培训，增强员工对公司内部控制的理解和执行力，提升公司"从上至

下，人人内控"的风险意识，营造良好的内控文化氛围；完善内部控制流程的审批和权限

授予，实现各岗位之间职权和职责范围的清晰划分及相互制约；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监

督与检查，跟进内控制度的落实情况及执行效果。同时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力度，充分发

挥相关部门审计、审核、监督和管理等职能，确保切实提高整改效果，促进内控管理水

平的提升。 

通过公司本次自查整改及差错更正，缺陷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三）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回函的具体原因，已获取的能充分证明负

债的完整性的具体依据 

1．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回函的具体原因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众银行”）账户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广州键桥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键桥”）开具的账户，广州键桥在微众银行预留

的联系人已失联，微众银行无法走内部核验程序导致其无法回函。 

2．已获取的能充分证明负债的完整性的具体依据 

会计师已经获取微众银行出具的贷款凭证、期后（指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后）还款

明细及贷款结清证明盖章件，以及企业信用报告。从贷款凭证、还款明细均可以推算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广州键桥在微众银行的贷款余额为账面余额，从期后还款明细、贷

款结清证明、企业信用报告可以验证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广州键桥对微众银行的负债完

整。 

 

（四）非银行类询证函已回函金额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额或当期发生额的具体

比例，是否能充分保证相关会计科目列报的准确性 

1．非银行类询证函已回函金额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额或当期发生额的比例 

表四：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函证金额 回函金额 
更正后期末账面余

额或当期发生额 

回函金额占期末账面余

额或当期发生额比例 

应收账款 284,177,275.06 254,764,912.36 423,841,832.92 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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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函证金额 回函金额 
更正后期末账面余

额或当期发生额 

回函金额占期末账面余

额或当期发生额比例 

预付账款 339,478,889.50 270,832,668.07 342,904,165.73 78.98% 

其他应收款 203,352,356.84 148,895,574.31 217,066,652.97 68.59% 

合同资产 19,928,098.07 16,162,666.50 47,725,454.06 33.87% 

长期股权投资 16,699,067.67 16,699,067.67 54,313,050.41 30.7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2,458,413.35 56,020,000.00 123,681,571.76 45.29%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255,000.00 53,255,000.00 57,213,182.94 93.08% 

应付账款 303,699,591.40 260,036,299.18 825,895,971.14 31.49% 

合同负债 148,626,739.78 67,314,473.21 177,679,713.09 37.89% 

其他应付款 381,249,287.21 357,329,815.37 476,312,753.02 75.02%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325,500,000.00 325,500,000.00 325,500,000.00 100.00% 

长期借款（非金融单位） 168,618,595.54 168,618,595.54 168,618,595.54 100.00% 

租赁负债 53,023,632.36 7,543,665.00 49,130,094.48 15.35% 

营业收入 144,532,483.24 123,910,724.03 1,955,080,073.38 6.34% 

营业成本 418,343,618.71 355,526,453.34 1,578,204,597.60 22.53% 

其他应收款（合营企业项目） 30,000,000.00 30,000,000.00 30,241,995.32 99.20% 

发放贷款及垫款（合营企业项目） 57,927,492.60 43,327,492.60 55,818,940.78 77.62% 

2．回函金额及通过其他资料或程序确认金额合计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额或当期

发生额的比例 

表五：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回函金额 

通过其他资料或程序确认的金额 

更正后期末账面余

额或当期 

发生额 

回函金额+通过

其他资料或程序

确认的金额占期

末账面余额或当

期发生额比例 

其他资料或程序名称 确认金额 

应收账款 254,764,912.36 

相关合同、货物运单、

货物签收单、验收单、

期后回款等 

29,412,362.70 423,841,832.92 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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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回函金额 

通过其他资料或程序确认的金额 

更正后期末账面余

额或当期 

发生额 

回函金额+通过

其他资料或程序

确认的金额占期

末账面余额或当

期发生额比例 

其他资料或程序名称 确认金额 

预付账款 270,832,668.07 

相关合同、银行回单、

发票、与结算核对、

期后成本结转情况等 

31,444,604.26 342,904,165.73 88.15% 

其他应收款 148,895,574.31 
相关合同、银行回单、

及期后收款情况等 
54,456,782.53 217,066,652.97 93.68% 

合同资产 16,162,666.50 
相关合同、运单、期

后回款等 
3,765,431.57 47,725,454.06 41.76% 

长期股权投资 16,699,067.67 

聘请会计师对重要被

投资企业进行审计、

公开信息查询等 

34,613,982.74 54,313,050.41 1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6,020,000.00 
公开信息查询、相关

投资协议、判决书等 
67,660,571.76 123,681,571.76 1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255,000.00   57,213,182.94 93.08% 

应付账款 260,036,299.18 

相关合同、发票、发

货单、货物签收单、

与结算单核对、期后

付款、聘请专业人员

进行 IT 审计等 

341,411,459.26 825,895,971.14 72.82% 

合同负债 67,314,473.21 

相关合同、银行回单、

发票、期后结转收入

情况等 

81,312,266.57 177,679,713.09 83.65% 

其他应付款 357,329,815.37 
相关合同、银行回单、

期后付款情况等 
23,919,471.84 476,312,753.02 80.04%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

负债 
325,500,000.00   325,500,000.00 100.00% 

长期借款（非金融

单位） 
168,618,595.54   168,618,595.54 100.00% 

租赁负债 7,543,665.00 
相关租赁合同、计算、

期后退租资料等 
44,918,967.36 49,130,094.48 100.00% 

营业收入 123,910,724.03 

相关合同、发票、发

货单、货物签收单、

验收单、聘请专业人

员进行 IT 审计、与银

行流水核对、倒轧等 

1,402,380,450.11 1,955,080,073.38 78.07% 

营业成本 355,526,453.34 

相关合同、发票、发

货单、货物签收单、

验收单、聘请专业人

员进行 IT审计、倒轧、

与结算单核对等 

1,130,877,972.14 1,578,204,597.60 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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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回函金额 

通过其他资料或程序确认的金额 

更正后期末账面余

额或当期 

发生额 

回函金额+通过

其他资料或程序

确认的金额占期

末账面余额或当

期发生额比例 

其他资料或程序名称 确认金额 

其他应收款（合营

企业项目） 
30,000,000.000   30,241,995.32 99.20% 

发放贷款及垫款

（合营企业项目） 
43,327,492.60 

与以前年度计提坏账

情况 
14,600,000.00 55,818,940.78 100.00% 

3．已回函金额是否能充分保证相关会计科目列报的准确性 

从上述表四、表五可以看出，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非金融单位）、发放贷款及垫款（合

营企业项目）回函比例均占更正后期末账面余额或当期发生额 60.00%以上；各会计科

目回函确认金额与通过其他资料和程序确认金额合计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账面余额或

当期发生额的比例较高，为验证相关会计科目列报的准确性提供了客观依据。 

 

（五）公司已补充披露更正后《2021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度财务报表和涉及更

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 年年度报告》、

《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 2021 年度报表及附注》。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1．了解开店宝科技 2021 年度财务人员变动情况及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存在会

计差错的具体原因； 

2．重新计算本期会计差错更正金额占更正前后金额的比例； 

3．重新计算各项会计差错事项、会计差错累计金额对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收入总

额、利润总额的比例； 

4．将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及金额与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和定量标准

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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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新计算各项非银行类询证回函金额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额或当期发生额的

比例，重新计算回函金额及通过其他资料、程序确认金额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额或

当期发生额的比例； 

6．复核公司更正后的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和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7．结合专项审计执行的如下程序： 

（1）获取开店宝科技的收入、成本及其相关的数据，对开店宝科技的账务处理、合

并抵销、分类列报等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2）对开店宝科技进行 IT 审计，对开店宝科技的服务商当期服务成本进行重算； 

（3）获取开店宝科技的银联清算转入款全年流水，倒轧开店宝科技的账面收入； 

（4）获取开店宝科技经服务商确认的结算单，倒轧开店宝科技的账面成本； 

（5）抽查开店宝科技与服务商对账的记录，并与账面数核对； 

（6）抽查开店宝科技后台系统数据，并与账面数核对； 

（7）采取如下措施，保证整个函证过程的独立性、有效性： 

1）由公司提供被询证单位收件地址、收件人、联系方式等信息；将被函证单位的收

件人地址与工商地址进行核对，对核对不一致的执行了进一步核查和分析程序；对被函

证者的胜任能力进行分析： 

2）独立设计、编制、打印询证函，在询证函中指明直接向会计师事务所回函，并将

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作为函证回函收件地址进行列示，且列示事务所发函人联系电话；

同时向收件人地址与工商地址不一致的被函证单位邮寄函证地址确认函，要求被函证单

位与询证函一同寄回事务所； 

3）询证函加盖公司公章后，由审计人员亲自复印询证函留底，并将函证原件装袋封

口，独立填制快递单，并亲自交与快递人员寄出； 

4）对所有发出的函证均编制工作底稿。记录被询证单位名称，被询证单位与公司交

易额及往来余额情况，被询证单位收件地址、收件人、联系方式，被询证单位发函的收

件地址与工商地址核对情况； 

5）客户确认信息盖章后，直接寄至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由事务所人员亲自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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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收到函证回函后，检查函证内容是否确认相符，如确认不符及时查找分析原因并

形成处理结果，将回函地址与发函地址进行核对，将回函原件与发函复印件进行核对等； 

7）汇总统计函证结果，并将收到的回函形成工作记录。记录函证内容是否确认相符，

不符事项的核对情况及处理结果，记录回函地址与发函地址的核对情况，记录回函原件

与发函复印件的核对情况等。 

（8）对未回函的往来等项目，实施替代测试程序： 

1）应收账款通过检查相关合同、货物运单、货物签收单、验收单，检查期后回款等

进行替代测试； 

2）预付账款通过检查相关合同、银行回单、发票，与结算单核对，检查期后成本结

转情况等进行替代测试； 

3）其他应收款通过检查相关合同、银行回单、检查期后收款情况等进行替代测试； 

4）合同资产通过检查相关合同、运单、检查期后回款等进行替代测试； 

5）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通过查阅相关投资协议、公开信息查询、获取判决书等进行替

代测试； 

6）应付账款通过检查相关合同、发票、发货单、货物签收单、期后付款情况、IT 审

计等进行替代测试； 

7）合同负债通过检查相关合同、银行回单、发票、期后结转收入情况等进行替代测

试； 

8）其他应付款通过检查相关合同、银行回单、期后付款情况等进行替代测试； 

9）租赁负债通过检查相关租赁合同、期后退租资料、重新计算等进行替代测试； 

10）营业收入通过检查相关合同、发票、发货单、货物签收单、验收单，进行 IT 审

计、与银行流水核对、倒轧等进行替代测试； 

11）营业成本通过检查相关合同、发票、发货单、货物签收单、验收单，进行 IT 审

计、倒轧、与结算单核对等进行替代测试； 

12）发放贷款及垫款（合营企业项目）通过检查以前年度坏账计提情况进行替代测

试。 

8．结合年报审计时执行的各项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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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因如下原因：（1）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资产总额影响为 1.09%，对负债总额的

影响为 2.68%，对收入的影响为 1.12%，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整体影响不大；

（2）会计差错更正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金额均为负数，会计差错更正前后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均

为负数；（3）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影响公司的退市指标、风险警示指标、持续经营能力

等重要指标，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的影响，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

导致盈亏性质发生改变，会计师对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并出具审核报告

符合《19 号准则》第五条之规定。 

2．因公司子公司开店宝科技本期收入、成本错账而导致的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利润

总额的影响已达调整后利润总额金额的 10.98%，且公司已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司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定性和定量标准。通过公司本次自查及差错更正，该缺陷已消除。 

3．微众银行未回函原因属实；我们已经获取微众银行出具的贷款凭证、期后还款明

细及结清证明，以及广州键桥的企业信用报告并进行核对，未发现广州键桥对微众银行

存在未记账的负债。 

4．通过函证及执行替代测试程序，以及专项审计执行的各项其他程序，结合年报审

计执行的各项程序，我们认为，各会计科目回函确认金额与通过其他资料和程序确认金

额合计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账面余额或当期发生额的比例较高，为验证相关会计科目

列报的准确性提供了客观依据。 

5．公司更正后的 2021 年财务报表已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合并及母

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问询函 3．根据半年报，你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包括开店宝

科技的未决诉讼，具体为北京即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起诉包括开店宝科技在内的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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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其经济损失 7,150 万元，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告承

担。 

请你公司结合上述诉讼的具体案情及进展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需在 2022 年中期

或年度财务报表中计提预计负债，如是，请做出充分的风险提示，并说明预估金额。请

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诉讼事项的具体案情及进展情况 

开店宝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浙江即富金融数据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即富”）

及全资下属公司开店宝支付服务有公司（以下简称“开店宝支付”）通过电子邮件和司

法服务热线发送的手机短信陆续收到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发送

的关于北京即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即富”或“原告”）诉浙江即富、

开店宝支付、开店宝科技（该三方以下合称为“我方”或“被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

纠纷一案相关诉讼材料及谈话通知。经核实确认，北京即富与开店宝科技等损害公司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案件已受理，案号为（2022）京 0116 民初 2268 号。 

北京即富提出诉讼请求为：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7,150

万元；2．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北京即富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为：2018 年 11

月 12 日，北京即富经工商登记依法成立，其中浙江即富出资额为 1,020 万元，出资比例

为 51%，为北京即富控股股东。2021 年 6 月 15 日，浙江即富将其持有的北京即富 51%

股权转让给姜岐仑，北京即富与开店宝科技、浙江即富解除了实际控制、股权关系。此

后，北京即富发现被告在对其控股期间，利用控股股东的控制地位、持牌机构的优势地

位及业务结算流程的便利性，控制北京即富的代理商录入系统，掌控北京即富的财务审

批操作，分别于 2019 年、2020 年侵吞北京即富 7,150 万元分润款。北京即富认为被告

的行为严重的损害其公司利益，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起诉讼。 

法院通过前述电子送达方式通知浙江即富及开店宝支付于 2022 年 8 月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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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00 进行谈话。2022 年 8 月 8 日浙江即富及开店宝支付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法院

组织的谈话，该次谈话主要针对浙江即富和开店宝支付收到应诉通知后在法定期限内向

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所展开。浙江即富和开店宝支付均对法院受理（2022）京 0116

民初 2268 号案件提出管辖权异议，分别陈述事实与法律依据主张案件应当移送上海市浦

东区人民法院管辖，北京即富不同意前述管辖权异议并发表意见。浙江即富和开店宝支

付在谈话中还分别确认了接收法院诉讼材料的送达地址和电子送达邮箱。2022 年 9 月 9

日，浙江即富和开店宝支付收到法院作出的(2022)京 0116 民初 2268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驳回浙江即富、开店宝支付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截至问询函回复日，开店宝支付和浙江即富正在准备上诉状，将在上诉期内上诉于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案件调查效率及诉讼成本，浙江即富、开店宝支付、

开店宝科技后续将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上诉的裁定内容确定聘请

诉讼代理律师，积极应对诉讼事项，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公司是否需在 2022 年中期或年度财务报表中计提预计负债 

截至目前，公司暂时无法对上述未决诉讼结果做出准确的判断，开店宝科技、浙江

即富或开店宝支付是否需要承担如北京即富所主张的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暂时无法确

定，最终结果需经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开店宝科技、浙江即富及开店宝支付后续将根

据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内容，综合考虑案件调查效率及诉讼成本，确定聘请诉讼代

理律师，积极应对诉讼事项，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

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履

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因开店宝科技、浙江即富或开店宝支付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无法确定，

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公司不

需要在 2022 年中期财务报表中计提预计负债，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程度及《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确定是否需要在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计提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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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提供的浙江即富及开店宝支付收到的法院发送的谈话通知及诉讼材料，

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2．查阅浙江即富及开店宝支付向法院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了解案件的后续进

展； 

3．获取公司的该案件的情况说明，结合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确认该案件处于一

审管辖异议、浙江即富及开店宝支付整理准备证据资料和应诉文件阶段； 

4．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该案件情况，确认中国裁判文书无该案件的相关信息。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截止回复日北京即富起诉开店宝科技、浙江即富、开店宝支付

的案件目前尚在一审管辖异议阶段，相关案件事实以及开店宝科技、浙江即富或开店宝

支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尚不明确，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条

规定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是否在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计提预计负债需要根据后期案件的

诉讼进度程度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确定。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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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是否具有广泛性影响及具体依据，会计师是否已按照《19号准则》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审计或专项鉴证，会计师出具的审核报告是否符合上述规定
	1．会计差错更正金额占更正前后报表项目金额的比例
	2．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是否具有广泛性影响及具体依据
	3．会计师是否已按照《19号准则》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审计或专项鉴证，会计师出具的审核报告是否符合上述规定

	（二）2021年度财务数据存在会计差错的具体原因，公司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1．2021年度财务数据存在会计差错的具体原因
	2．公司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1）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标准
	（2）各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占各内控缺陷量化指标的比例（按表二顺序排列）

	3．针对涉及的上述缺陷事项，公司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进行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1）公司在通过自查发现会计差错后，立即着手分析会计差错产生的具体原因，识别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及时予以解决，同时聘请会计师对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鉴证。
	（2）加强管理制度建设与执行，持续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对包括《公司财务报告编制与披露管理办法》《公司成本费用管理办法》等财务报告相关制度进行全面梳理，以利于公司持续规范运作、健康发展。
	（3）强化对子公司内控制度的完善，包括加强财务核算及管理、建立部门间沟通和对账机制等，强化子公司的风险管控，加强人员变动交接的监督，提升财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持续督促子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执行，保证执行结果达到控制的预期目标。
	（4）加强员工培训，增强员工对公司内部控制的理解和执行力，提升公司"从上至下，人人内控"的风险意识，营造良好的内控文化氛围；完善内部控制流程的审批和权限授予，实现各岗位之间职权和职责范围的清晰划分及相互制约；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监督与检查，跟进内控制度的落实情况及执行效果。同时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力度，充分发挥相关部门审计、审核、监督和管理等职能，确保切实提高整改效果，促进内控管理水平的提升。


	（三）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回函的具体原因，已获取的能充分证明负债的完整性的具体依据
	1．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回函的具体原因
	2．已获取的能充分证明负债的完整性的具体依据

	（四）非银行类询证函已回函金额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额或当期发生额的具体比例，是否能充分保证相关会计科目列报的准确性
	1．非银行类询证函已回函金额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额或当期发生额的比例
	2．回函金额及通过其他资料或程序确认金额合计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额或当期发生额的比例
	3．已回函金额是否能充分保证相关会计科目列报的准确性

	（五）公司已补充披露更正后《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度财务报表和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2021年度报表及附注》。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1．了解开店宝科技2021年度财务人员变动情况及公司2021年度财务数据存在会计差错的具体原因；
	2．重新计算本期会计差错更正金额占更正前后金额的比例；
	3．重新计算各项会计差错事项、会计差错累计金额对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收入总额、利润总额的比例；
	4．将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及金额与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和定量标准进行核对；
	5．重新计算各项非银行类询证回函金额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额或当期发生额的比例，重新计算回函金额及通过其他资料、程序确认金额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余额或当期发生额的比例；
	6．复核公司更正后的2021年度财务报表和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7．结合专项审计执行的如下程序：
	（1）获取开店宝科技的收入、成本及其相关的数据，对开店宝科技的账务处理、合并抵销、分类列报等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2）对开店宝科技进行IT审计，对开店宝科技的服务商当期服务成本进行重算；
	（3）获取开店宝科技的银联清算转入款全年流水，倒轧开店宝科技的账面收入；
	（4）获取开店宝科技经服务商确认的结算单，倒轧开店宝科技的账面成本；
	（5）抽查开店宝科技与服务商对账的记录，并与账面数核对；
	（6）抽查开店宝科技后台系统数据，并与账面数核对；
	（7）采取如下措施，保证整个函证过程的独立性、有效性：
	1）由公司提供被询证单位收件地址、收件人、联系方式等信息；将被函证单位的收件人地址与工商地址进行核对，对核对不一致的执行了进一步核查和分析程序；对被函证者的胜任能力进行分析：
	2）独立设计、编制、打印询证函，在询证函中指明直接向会计师事务所回函，并将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作为函证回函收件地址进行列示，且列示事务所发函人联系电话；同时向收件人地址与工商地址不一致的被函证单位邮寄函证地址确认函，要求被函证单位与询证函一同寄回事务所；
	3）询证函加盖公司公章后，由审计人员亲自复印询证函留底，并将函证原件装袋封口，独立填制快递单，并亲自交与快递人员寄出；
	4）对所有发出的函证均编制工作底稿。记录被询证单位名称，被询证单位与公司交易额及往来余额情况，被询证单位收件地址、收件人、联系方式，被询证单位发函的收件地址与工商地址核对情况；
	5）客户确认信息盖章后，直接寄至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由事务所人员亲自拆封；
	6）收到函证回函后，检查函证内容是否确认相符，如确认不符及时查找分析原因并形成处理结果，将回函地址与发函地址进行核对，将回函原件与发函复印件进行核对等；
	7）汇总统计函证结果，并将收到的回函形成工作记录。记录函证内容是否确认相符，不符事项的核对情况及处理结果，记录回函地址与发函地址的核对情况，记录回函原件与发函复印件的核对情况等。


	（8）对未回函的往来等项目，实施替代测试程序：
	1）应收账款通过检查相关合同、货物运单、货物签收单、验收单，检查期后回款等进行替代测试；
	2）预付账款通过检查相关合同、银行回单、发票，与结算单核对，检查期后成本结转情况等进行替代测试；
	3）其他应收款通过检查相关合同、银行回单、检查期后收款情况等进行替代测试；
	4）合同资产通过检查相关合同、运单、检查期后回款等进行替代测试；
	5）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通过查阅相关投资协议、公开信息查询、获取判决书等进行替代测试；
	6）应付账款通过检查相关合同、发票、发货单、货物签收单、期后付款情况、IT审计等进行替代测试；
	7）合同负债通过检查相关合同、银行回单、发票、期后结转收入情况等进行替代测试；
	8）其他应付款通过检查相关合同、银行回单、期后付款情况等进行替代测试；
	9）租赁负债通过检查相关租赁合同、期后退租资料、重新计算等进行替代测试；
	10）营业收入通过检查相关合同、发票、发货单、货物签收单、验收单，进行IT审计、与银行流水核对、倒轧等进行替代测试；
	11）营业成本通过检查相关合同、发票、发货单、货物签收单、验收单，进行IT审计、倒轧、与结算单核对等进行替代测试；
	12）发放贷款及垫款（合营企业项目）通过检查以前年度坏账计提情况进行替代测试。

	8．结合年报审计时执行的各项审计程序。

	（二）核查意见
	1．因如下原因：（1）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资产总额影响为1.09%，对负债总额的影响为2.68%，对收入的影响为1.12%，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整体影响不大；（2）会计差错更正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金额均为负数，会计差错更正前后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均为负数；（3）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影响公司的退市指标、风险警示指标、持续经营能力等重要指标，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的影响，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导致盈亏性质发生改变，会计师对公...
	2．因公司子公司开店宝科技本期收入、成本错账而导致的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已达调整后利润总额金额的10.98%，且公司已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定性和定量标准。通过公司本次自查及差错更正，该缺陷已消除。
	3．微众银行未回函原因属实；我们已经获取微众银行出具的贷款凭证、期后还款明细及结清证明，以及广州键桥的企业信用报告并进行核对，未发现广州键桥对微众银行存在未记账的负债。
	4．通过函证及执行替代测试程序，以及专项审计执行的各项其他程序，结合年报审计执行的各项程序，我们认为，各会计科目回函确认金额与通过其他资料和程序确认金额合计占会计差错更正后期末账面余额或当期发生额的比例较高，为验证相关会计科目列报的准确性提供了客观依据。
	5．公司更正后的2021年财务报表已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202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1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问询函3．根据半年报，你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包括开店宝科技的未决诉讼，具体为北京即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起诉包括开店宝科技在内的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其经济损失7,150万元，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公司回复：
	（一）诉讼事项的具体案情及进展情况
	（二）公司是否需在2022年中期或年度财务报表中计提预计负债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提供的浙江即富及开店宝支付收到的法院发送的谈话通知及诉讼材料，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2．查阅浙江即富及开店宝支付向法院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了解案件的后续进展；
	3．获取公司的该案件的情况说明，结合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确认该案件处于一审管辖异议、浙江即富及开店宝支付整理准备证据资料和应诉文件阶段；
	4．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该案件情况，确认中国裁判文书无该案件的相关信息。

	（二）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