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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提出的《关于成功之道（北京）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

见”）已收悉。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丰牧业”、“公司”）会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

办券商”）以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康达律

所”）、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对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向贵

公司提交《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

反馈意见的回复》（以下简称“本反馈回复”）。 

涉及对《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

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已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反馈稿）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现就反馈意见述及的问题按顺序，向贵公司具体回复如下（除非

另有指明，本回复说明中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释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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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特殊问题 

1、 请主办券商在《推荐报告》中补充核查申请挂牌公司是否

存在负面清单限制情形并发表意见。申请挂牌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

的,主办券商应说明营业收入是否达到行业平均水平及其简要分析过

程。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访谈管理层，实地考察，并查阅《审计报告》，根据公司主营业务情况以及

各项业务收入所占比例，判断公司所属行业，并判断公司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企

业。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使用 Choice 数据、Wind 数据查找所属大类行业上

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公司数据，了解大类行业基本情况。 

分析公司所处的细分行业，通过查阅 Choice 数据、Wind 数据、国家统计局、

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等权威网站统计数据，查找细分行业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

水平数据。通过查阅网站和访谈，向中国心理学会了解行业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

水平。 

查阅《审计报告》，判断公司是否在报告期内连续亏损。 

查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判断公司是否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是否存在产能过剩、淘汰落后的产业。 

（二）事实依据 

《审计报告》、公司高管访谈记录、Choice 数据、Wind 数据、国家统计局网

站、国家工商总局网站、教育部网站、中国心理学会网站、中国心理学会负责人

访谈记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 

（三）分析过程 

1、公司主营业务及占比情况 

公司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一、公司业务概况”中披

露了主营业务及占比情况。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为 25,908,130.82 元，2014 年营

业收入为 17,379,932.33 元，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为 43,288,063.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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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告期内累计营业收入看，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占累计总营业收入比例为

50.10%，是公司两年一期内累计收入占比最大的业务；教育辅助服务业务占累计

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3.91%，也是公司较为主要的业务；员工帮助计划业务占

累计总营业收入比例较小，为 5.59%；资金拆借取得的利息收入占累计营业收入

的比例是 0.40%，属于其他业务收入。2016 年 1-5 月及 2015 年度，应用心理学

培训业务占当期总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3.72%、57.83%，均超过 50%，2014

年该业务占比 35.80%；2014 年度占比最大的业务是教育辅助服务，占当期总营

业收入比例 56.19%，超过 50%，但在 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5 月，该业务占比

有所降低，分别为 37.46%和 40.46%。从上述收入占比情况看，公司主要业务为

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和教育辅助服务业务，两项业务在 2014 年之后，所占比重

有所调整，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占比增加而教育辅助服务占比下降。 

通过对公司管理层的访谈、与公司各业务部门人员的交谈，以及在公司办公

地的实地查看,公司定位逐渐向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转移，主要体现在 2015 年以

后，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的开课数量增加，课程种类增加；而教育辅助服务的客

户减少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一家。这种调整主要是在国家政策影响下，教育

辅助服务所针对的心理学研修班开设受到限制，市场缩小，公司为加强自身资源

拓展、提升综合竞争力而做出的。 

因此，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最近一年及一期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最大，

且符合公司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以下将公司定位于应用心理学培训行业这一细

分行业，并归属于教育这一大类行业（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挂牌公

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属于 P82 教育大类）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教育行业不

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故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 

2、大类行业营业收入水平 

截至 2016 年 12 月 5 日，公司所处 P82 教育行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共 3 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共 64 家，统

计数据如下： 

市场类别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 年营业收入平均值

之和（万元） 
营业收入均值

（万元） 

样

本

数 

营业收入均值

（万元） 

样

本

数 

上市公司 83,904.79 3 82,303.59 3 166,208.38  

股转系统挂牌公 9452.56 64 6635.80 64 16,088.36  



3 
 

司 

上市公司及股转

系挂牌公司综合 
12,786.24 67 10,023.91 67 22,810.15  

以上数据根据于 Choice 数据库中 67 家公众公司的 2015 年营业收入、2014

年营业收入数据计算取得，以上营业收入均值是样本中的公司该年营业收入的算

术平均值，2 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之和是 2015 年与 2014 年营业收入均值之和。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中教育行业挂牌公司 2015 年、2014 年的营业收入数据

在 Choice 数据库、Wind 数据库、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网站中均未有公示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教育局网站等没有关于教育培训行业 2015 年、2014 年营业收入平

均水平的统计数据。 

大类行业 2015 年度、2014 年度累计营业收入平均水平 22,810.15 万元高于

公司最近 2 年的的累计营业收入 4,328.81 万元。但应注意到，教育行业中包含了

从事教育信息服务的软件公司、以教育品牌授权为主的教育咨询公司，首先在业

务性质上与公司有很大不同，其可比性较弱。再者，所能搜集到的数据仅为公众

公司的数据，属于行业中领先的企业的平均数，并不能反映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

而是反映行业中的较高水平。因此将公司近两年的累计营业收入与上述大类行业

的公众公司平均值相比，意义不大。 

3、细分行业情况 

应用心理学培训行业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截至 2016 年 12 月 5 日，未有上

市公司或股转系统挂牌公司从事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培训。应用心理学培训主要针

对心理咨询师或需要掌握一定心理咨询技术的人员，培训目的主要有帮助学员通

过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二级、三级）的考试和帮助学员掌握实用的心理咨

询技术，是一种职业技能的培训。 

经查找 Wind 数据库、Choice 数据库，全国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未有以应

用心理学培训为主营业务挂牌公司。 

经查找国家统计局网站、教育局网站、中国心理学会官方网站，未查找到全

国应用心理学培训行业的平均营业收入数据。 

项目组访谈了中国心理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理事梅建先生，梅建先生表示，

根据其了解与掌握的情况，目前没有有影响力的机构对我国的心理学培训企业做

过相关统计，中国心理学会也未做过心理学培训企业的完全统计或排名等。从中

国心理学会及其分支机构所接触过的企业情况看，成功之道是行业中培训规模

（学员人数）较大、课程体系建设较完善的培训企业。其他企业往往不具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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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体系，以其开课情况估计，每年营业收入大约难以超过千万。但学会未收

集过培训企业营业收入的准确数据。 

4、公司营业收入无可靠对标 

经查询 Wind 数据库、Choice 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教育部网站、工商

总局网站，公司所处大类行业仅有上市公司及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营业收入数据已

公开，全国行业营业收入相关数据未有统计。上市公司及股转系统挂牌公司与公

司具体培训类型差异较大，且营业收入平均水平显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数据缺

乏可比性。 

经查询 Wind 数据库、Choice 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教育部网站、工商

总局网站、中国心理学会网站等，并访谈中国心理学会负责人，主办券商未能获

取客观、权威、可靠的应用心理学细分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数据。 

依据主办券商查询、访谈记录，结合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出具的（2016）京会兴审字第 01010173 号《审计报告》，

2015 年营业收入为 25,908,130.82 元，2014 年营业收入为 17,379,932.33 元，最

近两年营业收入之和为 43,288,063.15 元，没有证据证明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

收入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5、公司不存在最近两年一期连续亏损的情况 

经审计，公司 2016 年 1-5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352,114.50

元、1,233,355.82 元、-363,851.74 元，不存在连续亏损的情形。 

6、公司不属于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应用心理学培训、教育辅助服务、员工帮助计划业务，根

据 2013 年 2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21 号令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修正）》，公司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公司业务属于“鼓励类”之“三十六、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服务业”之“3、职业教育”，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

产能类产业的情形。 

上述分析过程已在《推荐报告》中补充披露。 

（四）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所属大类行业为教育，细分行业为应用心理学培训行业，

不属于科技创新类企业。依据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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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为 43,288,063.15 元。根据主办券商查询结果、访谈记录，没有证据证明公司

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依据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不

存在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的情形。公司业务不属于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

类产业。综上，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限制情形。 

2、 关于历史沿革。请公司补充披露股权历次变动资金来源、

价款支付情况、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请

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自成立以来共有三次股权变动：两次增加注册资本、一次股权转让。公

司股东的历次投资资金来源均是自有资金，增资或转让价款均已按照增资协议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期缴足，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以及潜在纠纷。 

已在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三、股权结构及变化情况”之“（四）

公司股本形成及变化”中补充披露如下： 

综上，公司历次变动资金来源均是股东自有资金，增资或股权转让的价款

均已支付、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通过核查公司历次股权变动相关资料如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公

司账户的增资支付银行流水记录等、核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查询记录、

核查公司提供工商档案整理公司历史沿革、通过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查询公司

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评估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方式。 

（二）事实依据 

公司历次股权变动相关资料如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公司账户的

增资支付银行流水记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查询记录、公司提供工商档

案整理公司历史沿革、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记录，公司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评

估报告、法律意见书等中介机构书面文件。 

（三）分析过程 

公司自成立以来共有三次股权变动：两次增加注册资本、一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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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次增资 

2015 年 7 月 26 日，有限公司股东会召开，公司全体股东作出如下决议：1、

同意增加张亚蔚，齐娅莉，徐萍，马春树，徐登高，施林琳，唐澍明，姜文浩，

赵照，卫捷，马铁蕾，卢琳，张薇，欧阳林敏，宋海红，张浩，潘辉，卢梅艳，

翁学东，纪桂萍，张冬梅，陆杰，曾琴，何胜昔，梁宜松，金月茹，兰天红，潘

红斌，孙树亮，姜学民，冯若燕，吴贻强，曾海波，朱奇志，张秀芳，王德智，

杨晓军，宫肃康为新股东，与张冉、张磊一并组成新一届股东会；2、同意增加

注册资本至 143 万元，新增 43 万元中由张亚蔚认缴出资 0.72 万元、齐娅莉认缴

出资 0.72 万元、徐萍认缴出资 0.72 万元、马春树认缴出资 2.15 万元、徐登高认

缴出资 0.72 万元、施林琳认缴出资 0.72 万元、唐澍明认缴出资 1.43 万元、姜文

浩认缴出资 3.94 万元、赵照认缴出资 1.08 万元、卫捷认缴出资 0.72 万元、马铁

蕾认缴出资 0.72 万元、卢琳认缴出资 2.15 万元、张薇认缴出资 0.72 万元、欧阳

林敏认缴出资 0.72 万元、宋海红认缴出资 2.15 万元、张浩认缴出资 1.43 万元、

潘辉认缴出资 2.15 万元、卢梅艳认缴出资 1.43 万元、翁学东认缴出资 0.72 万元、

纪桂萍认缴出资 0.72 万元、张冬梅认缴出资 0.72 万元、陆杰认缴出资 0.72 万元、

曾琴认缴出资 0.72 万元、何胜昔认缴出资 1.43 万元、梁宜松认缴出资 0.72 万元、

金月茹认缴出资 1.43 万元、兰天红认缴出资 0.72 万元、潘红斌认缴出资 0.72 万

元、孙树亮认缴出资 2.15 万元、姜学民认缴出资 0.72 万元、冯若燕认缴出资 0.72

万元、吴贻强认缴出资 0.72 万元、曾海波认缴出资 0.72 万元、朱奇志认缴出资

0.72 万元、张秀芳认缴出资 1.43 万元、王德智认缴出资 0.72 万元、杨晓军认缴

出资 0.72 万元、宫肃康认缴出资 1.43 万元。 

根据 2015 年 7 月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书》，有限公司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43 万元由 38 位新股东以现金 1,200 万元认购。此次增资款 1,200 万元中 43 万元

计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资价格约 27.91 元），其余 1,15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资金账户（户名为：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账号为 0200283109201009710）的工商银行海淀西区花园桥支行的业务

回单收款记录、实际控制人张冉个人银行卡流水记录，本次增资的股东的资金来

源和汇款方如下： 

序号 

股东

姓名

或名

称 

认缴

注册

资本

（万

元） 

资金

来源 
汇款方 金额（元） 汇款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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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姜文

浩 
3.94 

自有

资金

（部

分） 

本人、张

冉 
1100000 

2015 年 7 月 26 日、

2015 年 7 月 30 日、

2015 年 7 月 31 日 

1、2015/7/26 汇入 200000   2、

2015/7/31 汇入 600000 3、2015

年 7 月 30 日委托张冉汇入

300000 （摘要：姜文浩股东

入资款委托汇入） 

2 
马春

树 
2.15 

自 有

资金 
张冉 6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马春树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3 卢琳 2.15 
自 有

资金 
张冉 6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卢琳股东入资款委托汇

入 

4 
宋海

红 
2.15 

自 有

资金 
本人 6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5 潘辉 2.15 
自 有

资金 
本人 6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6 
孙树

亮 
2.15 

自 有

资金 
本人 6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7 
唐澍

明 
1.43 

自 有

资金 
张冉 4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唐澍明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8 张浩 1.43 
自 有

资金 
本人 400000 2015 年 7 月 26 日   

9 
卢梅

艳 
1.43 

自 有

资金 
张冉 4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卢梅艳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10 
何胜

昔 
1.43 

自 有

资金 
张冉 4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何胜昔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11 
金月

茹 
1.43 

自 有

资金 
张冉 4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金月茹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12 
张秀

芳 
1.43 

自有

资金 
本人 4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13 
宫肃

康 
1.43 

自有

资金 
本人 400000 2015 年 7 月 28 日   

14 赵照 1.08 
自有

资金 
本人 300000 2015 年 7 月 25 日   

15 
张亚

蔚 
0.72 

自 有

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张亚蔚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16 
齐娅

莉 
0.72 

自 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17 徐萍 0.72 
自 有

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徐萍股东入资款委托汇

入 

18 
徐登

高 
0.72 

自 有

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徐登高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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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施林

琳 
0.72 

自 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6 日   

20 卫捷 0.72 
自 有

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卫捷股东入资款委托汇

入 

21 
马铁

蕾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6 日   

22 张薇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5 日   

23 
欧阳

林敏 
0.72 

自 有

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欧阳林敏股东入资款委

托汇入 

24 
翁学

东 
0.72 

自 有

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翁学东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25 
纪桂

萍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6 日   

26 
张冬

梅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27 陆杰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28 曾琴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29 
梁宜

松 
0.72 

自有

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梁宜松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30 
兰天

红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31 
潘红

斌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32 
姜学

民 
0.72 

自 有

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姜学民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33 
冯若

燕 
0.72 

自 有

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冯若燕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34 
吴贻

强 
0.72 

自 有

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 年 7 月 30 日 

摘要：吴贻强股东入资款委托

汇入 

35 
曾海

波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8 日   

36 
朱奇

志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6 日   

37 
王德

智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38 
杨晓

军 
0.72 

自有

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 年 7 月 27 日   

合计 43 —— —— 12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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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增资中存在委托实际控制人代付增资款的情况。经核查，全部增资款

1200 万中共有 510 万是部分股东委托张冉汇入公司账户的。具体原因是此次增

资中预计融资金额较多、增加股东范围较广，因此整个增资过程商谈持续时间较

长，部分股东因投资热情较高，在召开公司融资事宜的股东会和签订增资扩股协

议之前，就把按照预定价格的投资款汇入实际控制人张冉账户中。除股东马春树

的增资款 60 万元是由妻子苏慧于 2016 年 6 月 19 日汇入外，张冉银行账户中显

示，其收到增资款账户姓名、金额能够与 7 月 30 日其代付汇入公司账户的金额

一一对应。因此，公司此次增资款项来源是股东的自有资金。 

（2）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12 月 26 日，有限公司股东会召开，公司全体股东作出如下决议：

同意股东翁学东将全部股权 0.72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峰；施林琳将全部股权 0.72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张喜芳；吴贻强将全部股权 0.72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姜文浩；

张磊将所持 14.1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张冉。 

2015 年 12 月 30 日，翁学东将其所持有限公司 0.72 万元出资额以 20 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王峰；吴贻强将其所持有限公司 0.72 万元出资额以 20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姜文浩；施林琳将其所持有限公司的 0.72 万元出资额以 20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张喜芳；张磊将其所持有限公司 14.15 万元出资额以 14.1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张冉。以上股权转让双方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除施琳琳与张喜芳为夫妻关系未

实际支付外，其他转让双方均已支付。因以上股权转让均为平价转让，所以不涉

及纳税问题。 

（3）第二次增资 

2015 年 12 月 26 日，有限公司股东会召开，公司全体股东作出如下决议：

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158.95 万元，新增 15.95 万元由蔡守平认缴出资 14.3 万元、

姜文浩认缴出资 1.59 万元。此次增资中，蔡守平、姜文浩认缴出资款已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缴足。根据 2015 年 12 月 29 日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书》，

有限公司此次增加注册资本 15.89 万元是由蔡守平、姜文浩以现金 1,000 万元认

购款溢价取得。此 1,000万元增资款中 15.89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增资价格约 62.93

元），其余 984.1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依据工商银行海淀西区花园桥支行的业务回单显示，公司账户（户名为：成

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账号为 0200283109201009710）收款记

录，本次增资的股东的资金来源和汇款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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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价款支

付  
支付时间 汇款方 

1 蔡守平 900 自有资金 900 万 2015年 12月 31日 本人 

2 姜文浩 100 自有资金 100 万 2015年 12月 31日 本人 

2016 年 6 月 1 日，全体股东出具《关于股东适格性、股份质押、转让限制、

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以及代持情况的承诺函》，股东承诺自投资公司开始，由其

本人持有、受让和转让公司股份的行为属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个人通过自有资

金投资或受让并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委托他人代持股份或接受他人委托代持持

股的情形。 

综上，公司股东的历次投资资金来源均是自有资金，增资或转让价款均已按

照增资协议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以及潜在

纠纷。 

（三）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历次变动资金来源均是股东自有资金，增资或股权转让

的价款均已支付、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 

3、 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日后事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

的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申报期至报告期后存在的所

有重大事项；通过询问会计师、律师，了解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中是否存在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通过查看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最高人民法院被执行人查询系统等信息，进一步确认公司是否存在尚未

披露事项，并已取得工商、税务等部门出具的无重大违法违规证明文件。 

（二）事实依据 

访谈底稿；企业信用信息报告；无重大违法违规证明文件。 

（三）分析过程 

通过对公司管理层、会计师、律师进行访谈，公司申报期至报告期后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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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重大事项均已进行披露；通过查看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查询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最高人民法院被执行人查询系统等信息，确认公司不存在尚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日后事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的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 

4、 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

明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

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

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

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1）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资金占用情况，

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

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最近两年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但截至说明书出具之日已全部归还。因

公司在报告期内，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存在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备用金借款及个人

因私借款，无法明确区分款项性质，且资金往来次数频繁，为避免采取时间、次

数、金额的披露形式造成的赘述，公司采取了按照报告期各期余额、清理状况的

形式进行整理与披露，对于已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的资金占

用已在关联交易中进行披露。详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六、

公司近两年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关联方的担保情况”之“（一）公司最近两年内

资金占用情况”中，披露如下内容： 

（一）公司最近两年内资金占用情况 

1、报告期内，具体关联方资金占用的余额以及清理状况详见本公开转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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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四、关联交易”之“（二）关联方交易事项”之

“2、偶发性关联交易”及“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报告期内，股东张冉、张磊向公司的借款为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备用金借款

及个人因私借款，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向北京融亨投资有限公

司拆出资金除外），存在因公、因私业务，无法明确区分款项性质，且资金往

来较频繁，均未签订借款协议，未支付资金占用费。上述关联交易发生时系有

限公司阶段，当时公司尚未就关联交易制定专门的管理制度，该等关联交易亦

未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2016年5月29日，有限公司在整体变更前召开临时股东

会，全体股东对有限公司尚未归资金占用的情况全部加以确认。 

2、报告期后至申报审查期间资金往来情况 

2016 年 7 月 12 日深圳子公司向深圳凯途伟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拆出资金

45.00 万元，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利率、期限，该款项已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归还。此次关联方借款已经经过按照公司的制度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经

股东大会审批。报告期后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除发生以上一笔关联方资金占

用以外，不存在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

金、资产的情形。 

有限公司期间，公司治理层、管理层的规范治理意识相对不强，公司的财

务管理基础相对薄弱，曾存在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资金占用的情况。由于公司在

有限公司阶段未制定完善的内控制度，双方未签订借款合同也没有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公司也未收取资金占用费。截至 2016 年 9 月 12 日，关联方占用公司

的资金均已归还。 

为规范公司治理，股份公司成立后，2016 年 6月 23 日，公司全体股东出具

了《股东关于公司资产避免被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控制或占用的承诺书》，承

诺“本人及本人关联方未来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制度

规定，杜绝与公司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及占用资产的行为；对于确有必要发

生经营性往来的，则将严格按照公司的制度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并及时依

照公司权力机构的批准和合同的约定及时结算，以杜绝任何不正常的资金和资

产占用行为。” 

自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公司完善了内控制度，通过《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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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自股份公司成立后至今，公司各项制度有效执

行，公司的资金具有独立性。不存在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 

截止本说明书出具之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张冉以及其他关联

方之间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况。 

（2）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

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财务明细账、核查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询问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核查公司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

记账、银行对账单、银行回单，确认实际款项收付是否与明细账相符，查阅公司

防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相关制度，查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

承诺等方式，履行了核查程序。 

（二）事实依据及分析过程 

公司在报告期内至申报期前曾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截至 2016 年 9 月 12 日已全部清理完毕；公司自申报期后至申报

审查期间，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有限责任公司阶段，尚未制定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内控管理制度，故未能逐

项履行与关联方占用资金有关的决策程序，且未收取资金占用费；股份公司设立

后，公司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已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

资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

作规则》、《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部

管理制度，尤其已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中对关联交易决策权力与程序作出规定，有利

于公司规范关联交易，从而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且公司正逐步依照

前述公司治理制度进行规范运作合法规范经营，报告期后截至至反馈意见回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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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未再发生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016 年 6 月 23 日，公司全体股东出具了《股东关于公司资产避免被控股股

东、其他关联方控制或占用的承诺书》，承诺“本人及本人关联方未来将严格遵

守有关法律规定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制度规定，杜绝与公司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

来及占用资产的行为；对于确有必要发生经营性往来的，则将严格按照公司的制

度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并及时依照公司权力机构的批准和合同的约定及时结

算，以杜绝任何不正常的资金和资产占用行为。”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曾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但已于申报前清理完毕，自申报期后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

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且公司已按照股改后制定的内

控管理制度逐步规范公司治理和生产经营，不会对挂牌产生实质性障碍。 

5、 请公司说明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

报后审查期间是否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

情形，若存在的，请公司披露被列入名单、被惩戒的原因及其失信规

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前述事项，并说明核查方式，就公司

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1）请公司说明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是否

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若存在的，请公司披

露被列入名单、被惩戒的原因及其失信规范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2）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前述事项，并说明核查方式，就公司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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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项目组取得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

供的书面承诺；登录最高人民法院被执行人查询系统、全国法院被执行人查询系

统、中国证监会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取得了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最近二年是否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的声明等方式进行核

查。 

（二）核查事实及分析过程 

项目组采用书面核查、网上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本问题进行了核查，审查了

如下材料并检索了下列网站相关数据库：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出具的《声明与承诺》； 

（2）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 

（3）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诺》； 

（4）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声明与承诺》等相关材料，经核查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初至申报后审

查期间未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6、 关于股东的基金备案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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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架构中直接和间接股东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

基金，是否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

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请分别在《推荐报告》、《法律意见书》中说

明核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尚未按照前述规定履行备案程序

的，请说明有无履行备案程序的计划和安排。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核查公司工商登记在册股东信息、核查全体股东身份证等个人基本信息、查

询《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具体要求等过程。 

（二）核查事实 

公司工商登记在册股东信息、全体股东身份证等个人基本信息、《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具体要求作为法律依据。 

（三）分析过程 

经核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 

姓名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址 

持股 

比例（%） 

1 张冉 中国 11010819730117**** 
北京市东城区贡院西街 9

号 4 层**** 
52.94 

2 张磊 中国 32032119770428**** 
江苏省丰县凤城镇胜利大

同路**** 
9.97 

3 张亚蔚 中国 13010419721231****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8 号院**** 
0.45 

4 齐娅莉 中国 11010219540831****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 
0.45 

5 徐萍 中国 32040419601223****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505

弄****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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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春树 中国 23040219690916****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甲 1

号永景园小区**** 
1.35 

7 徐登高 中国 14010519410728****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83号

甲**** 
0.45 

8 张喜芳 中国 36222919721227**** 
北京市崇文区西革新里

108 号院**** 
0.45 

9 唐澍明 中国 11010519730325**** 
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北里

**** 
0.90 

10 姜文浩 中国 11010619710625**** 
北京市宣武区建功北里一

区**** 
3.93 

11 赵照 中国 11010819730330**** 
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甲 88

号 2 号楼**** 
0.68 

12 卫捷 中国 11010219671008**** 
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三条

**** 
0.45 

13 马铁蕾 中国 14010319770724**** 北京市朝阳区三丰里**** 0.45 

14 卢琳 中国 32032219630501**** 
江苏省沛县沛城歌风巷

**** 
1.35 

15 张薇 中国 32030219780903**** 
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中区**** 
0.45 

16 欧阳林敏 中国 32032119740108****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 
0.45 

17 宋海红 中国 63010419721114**** 
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中路 72

号**** 
1.35 

18 张浩 中国 32030319701201****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和平

路**** 
0.90 

19 潘辉 中国 11010819690119**** 
北京市海淀区泉宗路 2 号

万柳光大家园**** 
1.35 

20 卢梅艳 中国 45212819720910**** 
广西扶绥县新宁镇南密路

**** 
0.90 

21 王峰 中国 51010319700415**** 
重庆市万州区宁波路 103

号 4 单元**** 
0.45 

22 纪桂萍 中国 11010819400216****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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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冬梅 中国 11010819710426****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8号

**** 
0.45 

24 陆杰 中国 11010219740324****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44号

院**** 
0.45 

25 曾琴 中国 51220119740905****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空研大

院**** 
0.45 

26 何胜昔 中国 43012419681021**** 

广工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

北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宿舍

**** 

0.90 

27 梁宜松 中国 23010319770730****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南路甲

**** 
0.45 

28 金月茹 中国 21011419760603**** 沈阳市铁西区艳华街**** 0.90 

29 兰天红 中国 35010319690123****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大

新村**** 
0.45 

30 潘红斌 中国 33072119690527**** 杭州市拱墅区广济路**** 0.45 

31 孙树亮 中国 3203031974050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黄河

南路 42 号**** 
1.35 

32 姜学民 中国 21021119730109****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莲叶

街**** 
0.45 

33 冯若燕 中国 44030119740510****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

二村**** 
0.45 

34 曾海波 中国 62040219710411****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7 号**** 
0.45 

35 朱奇志 中国 11010819650625****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医院阜

内大街**** 
0.45 

36 张秀芳 中国 61010419450721**** 
西安市莲湖区西仪一零三

街坊**** 
0.90 

37 王德智 中国 37020519501003**** 
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瑞昌

路 45 号**** 
0.45 

38 杨晓军 中国 33252319710201****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

街 5 号院**** 
0.45 

39 宫肃康 中国 1101081965031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里六

区****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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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蔡守平 中国 41307519730208****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278

号 
9.00 

（四）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股东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0 名自然人股东，不涉及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股东。因此，公司不存在股东的基金备案情况。 

7、 关于业务资质。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

确意见：（1）公司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2）公

司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3）公司业务开展是否

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4）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

或特许经营权等；（5）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6）

公司所取得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主办券商回复： 

（一） 尽调过程 

访谈公司管理层，查阅现行法律法规，了解公司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特

许经营权的相关规定。查阅产业政策，了解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产业政策

要求。咨询工商局、通信管理局、广电管理局等部门，了解公司业务开展是否需

要取得主管部门审批。访谈公司管理层，并核查营业执照、相关证件、证书等材

料，了解公司目前持有的有效资质的情况，判断公司是否超越资质、范围经营。

访谈公司管理层，查阅公司资质、许可证，查阅有关部门的规定，了解证件有效

期，及是否需要年检、续期，结合公司业务情况，判断公司是否符合年检、续期

的条件。 

（二）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审计报告》、《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现行法律法规；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等产业政策；营业执照、电信与信息服

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网站。 

（三）分析过程 

1、公司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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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公司管理层的访谈及《审计报告》，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应用心理学培

训业务、教育辅助服务业务、员工帮助计划业务。主要涉及教育培训行业，涉及

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如下： 

名称 
颁布 

单位 

颁布 

时间 
主要相关法条内容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八

届第三次会

议通过，主

席令 8 届第

45 号 

1995

年 3月

18 日 

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

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国家支持、鼓励和组织

教育科学研究，推广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促进教育

质量提高。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以及企业事业组织应

当采取措施，发展并保障公民接受职业学校教育或

者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

成人教育，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

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和终身教育。本法自 199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的

决定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2015

年 12

月 27

日 

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将第三款改为第四

款，修改为：“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

织。”删除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

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禁止性条款。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2002

年 12

月 28

日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

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本法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属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截至

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国务院及北京市地方均未作出另行规定。 

公司在报告期后使用网站 mypsy365.com 经营视频课程，涉及音像制品的录

制、经营性网站相关法律法规有： 

名称 
颁布 

单位 

颁布 

时间 
主要相关法条内容 

互联网信息

服务管理办

法 

国务院 

2000

年 9月

25 日 

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

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 

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向省、自治区、

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 

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信条

例 

国务院 

2000

年 9月

25 日 

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务分类，实行许可

制度。 

经营电信业务，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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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

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 

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

管理规定 

国家新闻出

版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  

2004

年 7月

19 日 

国家对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 

 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应当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

法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1990

年 9月

7 日 

录音录像制作者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同表演者

订立合同，并支付报酬。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

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权利

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制品首次制作完成后

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被许可人复制、发行、通

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录像制品，还应当取得

著作权人、表演者许可，并支付报酬。 

2、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经查阅国家产业政策，公司所开展的与心理咨询师职业相关的培训类业务、

教育辅助服务业务，以及针对企业为其员工开展的员工帮助计划业务，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要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公司业务属于“鼓励类”之“三十六、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服务业”

之“3、职业教育”，同时公司培训内容涉及的心理咨询服务行业，也属于此大类

下，“31、心理咨询服务”。 

3、公司业务开展是否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 

现行法律对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

办法未有具体规定，公司取得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所经营项目

均不需要前置审批。 

报告期后，公司开始使用网站经营视频课程，需要取得所在地通信管理局颁

发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公司已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取得了该

许可。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公司利用网站发布自行录制的课

程视频，需要所在地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审批，需要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许可证》。目前该许可证在办理中。 

4、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 

javascript:SearchListField(%22/newlaw2002/chl/index.asp%22,document.SearchList.fdep_id,%2260422%22)
javascript:SearchListField(%22/newlaw2002/chl/index.asp%22,document.SearchList.fdep_id,%2260422%22)
javascript:SearchListField(%22/newlaw2002/chl/index.asp%22,document.SearchList.fdep_id,%22604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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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公司使用

网站经营视频课程，需要取得《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公司已经取

得该项资质：许可证编号为“京 ICP 证 160590 号”，证书许可的业务种类为“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服务项目为“互

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

服务”，网站名称为“天天心理网”，网址为“mypsy365.com”，证书有效期自 2016

年 5 月 27 日至 2021 年 5 月 27 日。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公司利用网站发布自行录制的课

程视频，需要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公司正在办理该项许可证：

2016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取得了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出具的《北京市新闻出

版广电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编号：[2016]0031161122000232 号），该局认为

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依法决定予以受理。该局将于上述通

知书制发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 

根据公司业务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及所在地工商局、通信管理局、广电管理局

的意见，公司不需要再取得其他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 

5、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公司营业执照规定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软件开发；经济贸

易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武术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

招生）；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公司的培训业务属于

心理咨询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教育辅助服务属于教育咨询，未超越经营范围。 

综上，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6、公司所取得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公司取得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至 2021 年 5 月 27 日方 ，

时间较长，近 5 年内公司仅需通过年检，即可继续持有该证。通过查阅北京市通

信管理局网站年检专栏的通知，年检时间为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公司

下次年检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公司管理层已经安排专人负责年

检事宜，将按时参加年检。年检主要考察公司是否在经营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

以及公司是否有违反《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行为，公司已经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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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网站，并无违反规定的行为，不存在许可证无法续期的风险。 

（四）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业务主要涉及《教育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业务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除经营网站需要经过所在地通信管理局、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并颁发相

应许可证外，其他业务不需要经过主管部门审批，公司取得了《营业执照》、《电

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及《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

书》，不需要取得其他资质、许可、特许经营权等，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

经营的情况，公司所取得《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不存在无法续期的

风险。 

8、 关于合同签订。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签署的合同是

否需要通过采购、招投标程序，对相关合同的签署是否合法合规、是

否有效发表意见。若是，请公司补充披露：（1）请公司补充披露所投

的标的来源、招标模式。（2）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通过招投标获

得主要订单数量，金额及占当期销售收入比重。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

查公司的销售渠道，就获得销售订单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对持续经营

存在不利影响发表意见。（3）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与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一致性。 

公司回复： 

（1）公司经营的业务包括应用心理学培训、教育辅助服务、员工帮助计划，

公司未参加过任何投标，不存在“所投标地来源、招标模式”的问题。 

（2）公司未参加过任何招投标，不存在通过招投标获得的订单。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关于公司订单的合法合规性，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访谈公司主要客户，判断公司是否需要招投标。查阅公

司业务合同，是否存在招标投标的合同，对合同情况作出分析。访谈公司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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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公司如何获取订单，是否合法合规，分析其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比照《公

开转让说明书》，招标、投标等订单情况是否如实披露。 

（二）事实依据 

《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客户访谈记录、公司业务合同、《审计报告》、

《公开转让说明书》 

（三）分析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法所称政府

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

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第

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采购人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委托

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采购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可以自行采

购，也可以委托集中采购机构在委托的范围内代理采购。”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

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

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

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

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

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公司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客户为个人，教育辅助服务客户为高校、研究所等

事业单位，员工帮助计划业务客户主要为企业，对于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不存

在政府采购的情况，公司对高校、研究所等事业单位提供的课程宣传、接洽学生

等辅助服务，不属于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限

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通过访谈教育辅助服务客户单位的负责人，客

户采购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没有违反事业单位采购制度规定的程序。 

公司业务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规定的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根据《审计报

告》，公司也没有采购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因此公司不必须进行招标采购，也

不必须通过投标获得订单。公司业务合同中，没有招标投标相关合同。 

通过对公司管理层的访谈、对公司业务部门的实地调查，公司主要通过主动

电话联系、拜访客户，通过合法的宣传推介，促成订单交易，不存在违法违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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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综上，公司获得的销售订单合法合规，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风险。 

经过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核查，上述情况与公司披露的情况一致。 

（四）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业务合同的获取均不适用《政府采购法》及《招

标投标法》规定的范围，不存在经招标投标获取的合同。公司获得销售订单合法

合规，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风险；上述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 

9、 请公司重新梳理并补充披露：（1）请公司结合报告期实际

从事业务、经济合同和客户情况，重新梳理并补充披露公司的主要业

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和相应业务具有的关键资源要素，并补充披露

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2）详细披露公司产品或服务所使用的

主要技术、技术含量（所应用的关键技术及所达到的技术指标）或服

务质量，披露公司独特的、可持续的技术优势；（3）补充披露体现公

司主要核心技术运用的业务合同和案例。请主办券商核查并发表意

见。 

公司回复： 

（1）重新梳理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和关键资源要素、产品或服务的

主要消费群体。 

已将公司主要业务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一、公

司业务概况”之“（一）公司主要业务”中补充披露如下： 

“1、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 

该业务是一项以心理咨询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应用心理学专业课程面授业

务。业务内容包括“和计划系列课程”、“1879 系列课程”等课程的体系设计、

框架设计、招生宣传、组织授课及课程服务。所有应用心理学培训课程只针对

个人，针对企业集体培训的服务称为“员工帮助计划”，除了针对的客户性质不

同，其培训内容与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内容亦有区别。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专

业性较强，适合的人群是心理咨询师，或者需要在工作或生活中应用心理咨询

技术的其他人员，如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师、学生家长等，该业务客户以心理



26 
 

咨询师占多数。“和计划系列课程”主要旨在通过培训帮助心理咨询师掌握某项

心理咨询技术；“1879 系列课程”构建了较完整的现代心理学知识体系，旨在通

过培训提升心理咨询师的理论修养及整体技术水平。 

2、教育辅助服务业 

该业务针对的是提供应用心理学教育的高校及研究所等，如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服务的内容包括以网站和线下宣传形式推广高校或研究所将开设的

应用心理学研修班项目，在高校或研究所的学生报名至课程完成的过程中，为

其提供接待学生、班级管理的服务。 

3、员工帮助计划业务 

该业务是一项以实用型应用心理学技巧为主要内容的针对企业等集体型客

户的面授培训服务，为企业员工提供该项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解决员工及其

家庭成员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提高员工在企业中的工作绩效。因此该项业

务的客户往往是企业，企业购买员工帮助计划服务的目的是提升员工在工作中

的状态，从而提高企业效益。” 

关于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

之“一、公司业务概况”之“（二）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中作出如下修改：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如下： 

类别 主要产品/服务 内容及特色 

应用心理学

培训 
和计划系列 

和计划是公司设计的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心理学课程

体系，包含多个心理学细分领域的系列课程，为学员提

供了清晰的知识结构、领域分类，满足广大心理咨询从

业人员、预备从业人员、相关行业人员的学习需求。在

心理学专业培训领域内，和计划课程体系覆盖了应用心

理学多个细分科目，知识体系较完整，在课程种类丰富

程度方面具有优势。 

报告期内，和计划系列已推出如下课程： 

1、美式催眠治疗师进阶培训课程 

2、萨提亚国家咨询师初、中级课程 

3、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系列高级研修班 

4、叙事治疗系列培训课程（初、中级） 

5、中医心理学研修计划（四阶段） 

6、心理画像分析师高级研修班（初、中级） 

7、人际沟通分析学工作坊（初、中级） 

8、艺术治疗精品工作坊 

9、全息心理学系列高级研修课程班（四阶段） 

10、舞蹈治疗体验课程 

11、得觉催眠成长体验工作坊（初、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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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命的四季—精神分析取向心理剧成长团体 

13、失落与悲伤专业学习工作坊 

14、学习教练高级研修工作坊（四阶段） 

15、灵性整合之道-整合心理学体验工作坊 

16、音乐治疗训练体验工作坊（初、中级） 

17、基于身－心整合的本体疗法专业工作坊 

18、个人探索与成长觉察团体验工作坊 

19、萧门成长计划－基于循环督导模式的心理咨询师

能力建设项目（四阶段） 

20、有效互动的金钥匙－亲子、夫妻暨人际关系提升

工作坊 

21、认知催眠疗法工作坊 

22、与你的潜意识相遇－释梦训练工作坊 

23、归根心理学与归根疗法进阶课程（三阶段） 

24、欧式格式塔治疗师进阶培训课程（三阶段） 

25、本体方法与艺术治疗的自然融合－深度灵性成长

工作坊 

26、EAP 项目经理进阶培训课程—协助主流化，为组织

变革与发展提供支持（两阶段） 

27、青少年发展与咨询专项辅导技能工作坊 

和计划系列课程的作用是帮助心理咨询师或需要从事

心理咨询工作的人员掌握实用的心理咨询技术，提升

学员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效果。 

1879 计划系列 

现代心理学学科建立于 1879 年，公司以 1879 命名该项

目，代表了包含各个流派的现代心理学理论体系。该系

列课程以中国台湾心理咨询师培训体系为基础，不仅注

重理论体系的梳理，同时强调对各主要心理咨询流派技

术的掌握与训练，了解各个流派间的相互联系，不仅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强调专业理论与实务并进、团体

上课与个别督导并进。该课程的专业性与在心理学领域

内受到认可的程度较强。 

该系列课程必须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全程学习，其中

的单个科目、单个课程不能单独报名。1879计划包括

以下科目（以下每个科目中含有 1 门或几门课程）： 

1．心理学概论（必修） 

2．心理咨询概论（必修） 

3．专业咨询理论（至少选六门） 

3.1 心理动力取向 

3.2 存在人本取向 

3.3 认知行为取向 

3.4 社会构建取向 

3.5 职涯咨询 

4.专业咨询技术（必修） 

4.1 个别咨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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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个案咨询实务 

4.3 团体咨询技术 

5.实务问题研讨（至少选 7门） 

5.1 儿童青少年发展与辅导 

5.2 亲职教育咨询 

5.3 心理卫生 

5.4 学校教育咨询 

5.5 职涯适应问题咨询 

5.6 婚姻家庭咨询 

5.7 危机干预咨询 

6.实务学习与督导（必修） 

7.开业支持（必修） 

1879项目共包含必修 15门，318 学时，53天，选修

24门，714学时，119 天，总计 39 门课程，1032 学时，

172天，24门选修课至少选 13门才能取得公司颁发的

结业证书。 

1879系列课程的作用是帮助专业心理咨询师或需要进

行心理咨询工作的其他人员构建完整的现代心理学理

论体系，提升理论素养，提升技术水平，从而帮助学

员对所从事的心理咨询工作加深理解，达到更高层次

的心理咨询水平，收获良好的工作效果。 

教育辅助服

务 

学生接洽与班级管

理服务 

面向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为其提供心理学相关研修班

等课程项目的宣传服务，并负责学员管理工作。公司为

每个研修班或课程项目配备相应的销售人员，利用公司

专业课程营销技巧，推广客户的项目。学生报名完成后，

为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负责班级行政管理工作。公司

服务能力突出，并能为客户提供课程建议等增值服务。 

此项服务的作用是，帮助学校、研究所等不擅长营销

的机构推广其开设的研究班项目，扩大其影响力；承

接学生的接洽、管理等繁琐行政工作，使高校、研究

所等机构在研修班开设过程中，能集中精力于研究与

教学。 

员工帮助计

划 
21EAP 课程 

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直译为员工帮助计

划，又称员工心理援助项目，全员心理管理技术。它是

由企业为员工设置的一套系统的、长期的福利与支持项

目。通过专业人员对组织的诊断、建议和对员工及其直

系亲属提供专业指导、培训和咨询，旨在帮助解决员工

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提高员工在企业

中的工作绩效。21EAP 蕴含着两个“21”：21 世纪 EAP

新秀、为员工职场健康服务开辟出 21 条通道。它以提

升员工职业心理健康水平促进组织绩效提升为目标，是

兼具专业化、人性化和定制化三大特性的企业管理助

手。 

此项业务面向企事业单位客户，按照公司研发的 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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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为集体客户安排专家授课，仅向客户单位收

取课程费用。 

此项服务的作用是，帮助企业的员工有针对性地学习

在工作中实用的心理学知识，达到提升员工沟通能力、

工作状态、工作绩效的目的，使企业工作氛围、工作

效率获得改善，增加企业效益。 

天天心理网

（新开发产

品） 

线上课程 

域名为 www.mypsy365.com 的天天心理网是公司运营

的心理学线上学习平台。该平台自 2015 年年底开始开

发，报告期后才开始盈利，天天心理网已上线 100 多门

视频课程，包括 90 多门免费课程，目前还以品牌推广

为主，主要讲学员引流至线下付费课程而实现盈利。 

由于心理咨询工作的特质，心理咨询专业培训仅仅依靠

线上课程的理论传授难以达到好的效果，天天心理网将

同步开发线上与线下课程，以线上理论学习+线下实操

体验、线上向线下引流的模式，提升学员学习质量、丰

富学习体验、降低教师授课难度、减小营销成本、吸引

更多学员。 

线上课程的功能是让学员通过观看视频文件学习心理

学知识，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可以适用于更广泛

的人群，除心理咨询师外，其他心理学爱好者、学生

等均适合此种学习方式。 

关于公司关键资源要素，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

“三、公司业务关键资源要素”之“（一）公司主要产品所使用的主要技术”中

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产品所使用的主要技术或资源分产品介绍如下： 

产品 主要技术或优势 服务质量 

和计划系列课

程 

师资渠道资源：公司所引入的师资多为知

名高校教授、研究所研究员等专业水平高

的心理学专家，包括来自台湾的心理学专

家（台湾是我国心理学学科发展较先进的

地区）。所引入的多数专家与公司合作多

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师资渠道，公司容

易再次获得与这些专家合作的机会。 

和计划系列课程所配备的优良师资成为部

分学员选择公司课程的理由之一。 

在课程招生阶段，每个学员

由固定的课程顾问提供课程

咨询、报名等服务，有助于

学员选择适合的课程。 

在面授课程实施阶段，课程

顾问继续为学员提供后勤方

的帮助，同时，每班级设一

名班主任，由公司员工担任，

负责班级教务管理。 

根据每一课程结课后收回的

课程效果反馈表，学员对公

司课程顾问及班主任的服务

质量满意度较高。 

1879 系列课程 课程体系设计：公司针对应用心理学培训

行业中知识体系不完整、课程覆盖领域不

全这一痛点，根据现代应用心理学理论体

http://www.mypsy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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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1879 课

程体系从心理学理论基础到实用技术、实

务案例，以及心理咨询从业指导，涵盖了

心理咨询师从理论基础到职业实践所需的

各方面课程。 

教育辅助服务 网络宣传技术：公司及子公司具有专业网

络营销人员，及已经在搜索引擎中具有较

前排名的网站资源。经过公司专业人员长

期优化，专为客户宣传服务的 zkyxls.com

网站已经占据多个与心理学研修班相关的

关键词搜索结果的前 10 名。 

公司的服务质量受到长期合

作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的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

公司为其课程进行宣传后，

客户的招生效率、招生效果

显著提高。 

公司各项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之“四”

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结构”之“2、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前五

名客户情况”之后补充披露如下： 

“3、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客户群体 

（1） 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 

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的主要客户群体为心理咨询师、需要从事心理咨询工

作的其他人员。从事心理咨询师职业需要具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心

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三级）或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二级），此外，还

需要实用的心理咨询技术，从而使心理咨询师的咨询服务产生明显效果，获取

成功案例，咨询师才可能受到来访者的认可，获得稳定收入。我国心理咨询师

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培训对心理咨询实务技术及案例的讲授内容较少，通过考试

的持证人员中存在不能熟练掌握并使用心理咨询各项技术的人员。此外，部分

心理咨询师为帮助不同类型的来访者，有意愿学习并掌握某些自己原先不擅长

的咨询技术。 

除心理咨询师外，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师等其他职业人员可以利用心理咨

询技术帮助提升其工作效果，例如教师利用心理咨询技术疏导学生，提升学生

的学习状态，以达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绩的目的。因此，上述其他职业人员

也有学习心理咨询技术的需求，是该业务的客户群体的一部分。 

公司此项业务专业性、实践性强，讲师均为在对某项技术具有专长的心理

咨询界专家，公司为每个课程设计了科学的流程，包括组织进行课程面授、实

践训练、讨论与督导等学习活动，学习效果良好，适合学员通过课程掌握可实

践的心理咨询技术。因此，报告期内，该业务的客户全部为个人，以持有职业

资格证书的心理咨询师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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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辅助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此项业务的客户均为高校或研究所等事业单位。该业务提供的

是课程宣传、接待学生、班级管理的服务，并只针对心理学专业课程，因此客

户必然是能够开设大量心理学课程的机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林业

大学心理系等机构均是专业从事心理学教育的单位，公司报告期内稳定合作的

该项业务客户仅一家，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3） 员工帮助计划业务 

报告期内，此项业务的客户主要为企业，包括咨询类企业（广东鸿联九五

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中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商务企业（深圳市润迅电话商务

有限公司）等，此类企业员工的工作性质对沟通、表达、合作能力要求较高，

这些能力均可以通过心理训练得到提升，因此员工帮助计划服务在此类企业收

效明显，上述企业成为该业务主要客户群体。” 

（2）详细披露公司产品或服务所使用的主要技术、技术含量（所应用的关

键技术及所达到的技术指标）或服务质量，披露公司独特的、可持续的技术优势； 

公司产品或服务所使用的主要技术、技术含量（所应用的关键技术及所达到

的技术指标）或服务质量已经补充披露，详见本问题公司回复之“1”。 

公司独特的、可持续的技术优势总结如下，并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

二节公司业务”之“三、公司业务关键资源要素”之“（一）公司主要产品所使

用的主要技术”中补充披露： 

“公司资源与技术的独特性及可持续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1、师资渠道广 

公司的师资渠道是公司独有的，公司与多个心理学细分领域的专家保持长

期合作，公司每年举办的心理学家大会，与会者包括国内外心理学各领域专家，

影响力较大，心理学专家与公司合作意向较强。其他心理学培训机构未有组织

相似的论坛或会议，与各领域专家的联系则不够广泛。公司大多数课程的授课

教师与国内其他心理学培训机构的授课教师均不同，师资队伍具有独特性。公

司是心理学培训企业中影响力较大的企业之一，吸引各领域专家前来合作，公

司开设课程科目全面，相比于其他心理学培训企业，与公司合作的专家覆盖的

技术领域更广泛，体现出公司这一资源的独特性。 

同时，公司的师资渠道是稳定的，已经形成稳定的师资引入模式，与教师

及师资引入供应商签有长期框架协议，多数师资已合作几年。从报告期内公司

各门课程师资变动的情况看，师资渠道的可持续性较好。 

2、课程设计科学 

公司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设计由战略研发部负责，由授课专家参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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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经具备专业知识的战略研发部人员设计而成，是公司独有的资源。实施

该课程体系需要配合相应师资队伍、服务模式、具备专业素质的课程服务人员，

同行业其他企业不易模仿。公司的课程设计适合于学员学习并掌握相关技术，

不仅包括课程的理论讲授，还包括案例讨论、实践训练、课后讨论、学习督导

等根据课程内容特点科学设计的学习环节，因此能达到使学员切实掌握相应技

术的目的。 

公司的课程开发及课程服务已经形成成熟的模式，具有固定的流程，在报

告期内，公司的业务流程执行顺利，效果良好，未进行重大更改，可见此项优

势是可持续的。 

3、网络宣传已经占据优势 

公司在教育辅助服务中使用网络宣传手段宣传客户的项目，帮助客户达到

了良好的推广效果，其中重要的资源包括已经在搜索引擎搜索结果中具有较前

排名的宣传网站及专业的网络营销人员。其中 zkyxls.com 网站报告期内一直由

公司维护，由其所有者成功之道（北京）顾问有限公司无偿授权公司使用，并

已约定将转让其所有权给公司，此项资源是公司独占的。网站的搜索引擎排名

优化是需要至少数月至一年更新维护并长期积累的工作，排名靠后的其他同类

网站需要较长时间才可能超越公司排名，因此网站的排名是比较稳定的。 

负责网站维护的人员是公司员工，公司人员稳定性较强，因此，网站优化

的人员变化不大，有利于公司持续对网站进行优化，因此公司在网络宣传方面

的优势是可持续的。” 

（3）补充披露体现公司主要核心技术运用的业务合同和案例 

与核心技术（资源）应用相关的业务同包括师资引入合同、教育辅助服务宣

传网站的无偿使用协议。师资引入的主要框架合同已经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

“第二节”之“四”之“（三）报告期内重大业务合同履行情况”中披露。网站

的无偿使用协议已于“第二节”之“三”之“（三）公司主要无形资产情况”中

披露。 

关于核心技术应用的案例，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之“三”之

“（一）公司主要产品所使用的主要技术”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核心技术或资源应用案例如下： 

产品 主要技术或

优势 

案例 

和 计 划 系

列课程 

师资渠道资

源 

公司师资人数较多，仅列举部分案例说明师资的专业性及影响

力： 

1、灵性整合之道-整合心理学体验工作坊授课教师：Brant 

Cortright，临床心理学博士，美国加州整合研究学院（C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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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咨商心理系主任、教授，合法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布兰特最

初经由佛学、克里希那穆提的理论及哈达瑜伽进入整合心理学

领域，同时具有精神分析、团体历程及存在心理治疗的背景。

是整合心理学畅销书《超个人心理学》的作者。与公司长期合

作，报告期内一直教授并将继续教授该课程。 

2、基于身－心整合的本体疗法专业工作坊授课教师：Don Hanlon 

Johnson，耶鲁大学博士，加州整合学院本体心理学系教授。本

体心理治疗在美国、欧洲、日本发展的早期推动者。与公司长

期合作，报告期内一直教授并将继续教授该课程。 

3、认知催眠疗法工作坊授课教师：Mark Davis，认知行为催眠

治疗师、培训师，冥想老师，英国催眠与催眠治疗学院（The UK 

College of Hypnosis and Hypnotherapy）院长，从事催眠治

疗的教学与研究有 10余年的经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认知催眠

专业，心理与哲学双重荣誉学位，循证催眠治疗与心理治疗注

册协会主席。英国皇家学会健康保健成员、国际压力管理协会

成员。与公司长期合作，报告期内一直教授并将继续教授该课

程。 

4、个人探索与成长觉察团体验工作坊授课教师：廖凤池，台湾

《心理师法》的主要推动人，主持完成台湾咨商心理师课程架

构、考试科目、命题大纲、实习制度及督导认证等重要制度的

建立。所著《认知治疗理论与技术》为台湾高校研究所列为必

修教材，出版 30 年。与公司长期合作，报告期内一直教授并将

继续教授该课程。 

5、萧门成长计划－基于循环督导模式的心理咨询师能力建设项

目（四阶段）授课教师：萧文，美国密苏里大学咨询心理学博

士，曾任台湾辅导学会会长、暨南国际大学辅导与咨询研究所

所长及副校长等职。从事辅导与咨询教育工作二十余年，对华

人心理辅导咨询影响深远。发表专题演讲超过五百场，于 1995

年创立循环督导模式，为心理学工作者所青睐，在学术上成效

卓著。与公司长期合作，报告期内一直教授并将继续教授该课

程。 

1879 系列

课程 

课程体系设

计  

1879计划包括以下科目（以下每个科目中含有1门或几门课程）： 

1．心理学概论（必修） 

2．心理咨询概论（必修） 

3．专业咨询理论（至少选六门） 

3.1心理动力取向 

3.2存在人本取向 

3.3认知行为取向 

3.4社会构建取向 

3.5职涯咨询 

4.专业咨询技术（必修） 

4.1 个别咨询技术 

4.2 个案咨询实务 

4.3 团体咨询技术 



34 
 

5.实务问题研讨（至少选 7门） 

5.1 儿童青少年发展与辅导 

5.2 亲职教育咨询 

5.3 心理卫生 

5.4 学校教育咨询 

5.5 职涯适应问题咨询 

5.6 婚姻家庭咨询 

5.7 危机干预咨询 

6.实务学习与督导（必修） 

7.开业支持（必修） 

1879 项目共包含必修 15门，318学时，53 天，选修 24门，714

学时，119天，总计 39门课程，1032学时，172天，24 门选修

课至少选 13门才能取得公司颁发的结业证书。 

教 育 辅 助

服务 

网络宣传技

术 

试搜索以下关键词，可验证公司为客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宣传课程所建设的网站 zkyxls.com 的排名（已优化关键词数量

过多，仅举部分为例）：中科院心理学在职硕士（排名第 2）、

中科院心理所在职研（排名第 2）、中科院心理所博士招生（排

名第 2）、心理学在职研究生（排名第 4）、中科院心理所在职

硕士（排名第 3）、中科院应用心理学在职研修班（排名第 3）、

中科院心理学招生网（排名第 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排

名第 10）、中科院应用心理学在职研（排名第 5）、应用心理

学在职博（排名第 6）、（以上为 2016年 11 月 28日排名情况）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查阅《审计报告》、访谈公司管理层、实地考察公司业务部门、查阅公司网

站、微信号、了解公司业务真实情况。查阅公司业务合同、了解公司业务关键资

源，分析各项资源在公司业务中应用的情况，根据公司披露的内容，对比公司客

户访谈记录、网络搜索结果、公司网站、微信号公布的信息、实地考察情况等，

核查公司披露内容的真实性。 

（二）事实依据 

《审计报告》、管理层、客户、业务部门访谈记录、公司使用的网站

www.keyto168.com、www.hejihua.com、www.zkyxls.com、www.1879club.com、

www.mypsy365.com，公司课程宣传单、招生简章、公司和计划微信号 hejihua88、

公司业务合同、域名使用权证明材料、百度搜索。 

（三）分析过程 

公司披露的业务内容包括应用心理学培训（和计划、1879系列）、教育辅助

http://www.keyto168.com/
http://www.hejihua.com/
http://www.zkyxls.com/
http://www.1879club.com/
http://www.mypsy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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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工帮助计划、天天心理网（报告期后），经查阅《审计报告》，报告期内

确实存在上述业务的收入。公司管理层及业务部门对上述业务的描述与公司披露

一致。公司确实设有上述业务相关部门，各部门均有员工在进行工作：应用心理

学培训业务由和计划心理学院、1879 事业部负责、教育辅助服务由研究生课程

发展中心负责、员工帮助计划业务由和计划心理学院负责，天天心理网由移动互

联事业部负责。同时，公司网站 www.keyto168.com上存在上述业务的介绍信息。

www.hejihua.com 网 站 上 存 在 和 计 划 系 列 课 程 安 排 及 师 资 的 信 息 、

www.1879club.com 网站上显示了 1879系列课程的介绍、课程表、师资、教务公

告等，www.zkyxls.com 网站上显示了为客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开设的课程

项目宣传的信息、www.mypsy365.com 网站上确实上传了视频课件可供购买。公

司宣传单、纸质招生简章、公司和计划微信号 hejihua88亦有反映公司所披露课

程产品内容的信息。 

经过对公司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包括和计划和 1879 系列课程）的学员的

访谈，学员反映的该业务内容、该业务的作用效果、服务质量与公司披露的情况

一致。经过对教育辅助服务主要客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

的访谈，教育辅助服务的内容、服务的目的和服务质量与公司披露的情况一致。

经过对员工帮助计划主要客户深圳市润迅电话商务有限公司、广东鸿联九五信息

产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的访谈，公司员工帮助计划服务内容及服务效果、质量

与公司披露情况一致。 

经核查，公司业务合同与公司所披露业务内容一致。 

经过对应用心理学培训学员的访谈，公司确实引入了所披露的师资进行授

课；经过对师资引入业务合同的核查，公司所披露关于师资资源的情况属实。 

通过对公司战略研发部的访谈及实地考察，公司人员确实自主设计 1879 课

程体系，存在课程安排、白皮书等相关资料。 

经过访问 www.zkyxls.com 网站及百度搜索关键词检验，并访谈公司网络营

销人员，公司对该网站的维护和优化情况与所披露一致。经访谈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公司为其进行课程的宣传后，上述客户对招生效果

较为满意，认为宣传有效。 

综上所述，公司所披露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产品用途、服务质量、关键

资源要素、应用案例等是真实的。 

（四）结论意见 

http://www.keyto168.com/
http://www.hejihua.com/
http://www.1879club.com/
http://www.zkyxls.com/
http://www.mypsy365.com/
http://www.zky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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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认为，经核查，公司所披露关于主要业务、主要产品、产品用途、

服务质量、关键资源要素、及主要技术的相关合同及应用案例的信息具有真实依

据。 

10、 请公司重新梳理并补充披露与“报告期内对持续经营有重

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履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采购、销售、借款等对

公司日常经营、资产状况等有重大影响的合同；其中，采购、销售合

同应包括披露标准、合同金额、交易主体、合同标的、履行情况等，

框架协议或跨期履行的合同请披露报告期内已确认收入、成本的比

例；采购、销售合同总额应与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等相匹配；若存在

借款、担保合同，请公司结合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质押合同、担保

合同等及公司财务状况，补充分析并披露公司偿债能力、对持续经营

的影响。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对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销售合同、采购合同已经于《公开转让说

明书》之“第二节”之“四”之“（三）”中详细披露。包括披露标准（见合同列

表后的“注”）、合同金额、交易主体、合同标的履行情况。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之“四”之“（三）”中补充披露了

报告期内确认收入金额，表格调整如下： 

编

号 

客户

名称 

合

同

主

体 

业

务

类

型 

合同标

的 

合同金额

(元) 

报告期内确认收

入金额（元） 
内容提要 

合同签订

时间 

履

行

情

况 

1 

北京

林业

大学

人文

社会

科学

学院 

公司 

教

育

辅

助

服

务 

应用心

理学

——心

理咨询

与治疗

方向课

程班推

广 

需根据合

同履行结

果按合同

约定计算 

2014年：

292,655.00； 

2015年：

545,920.65； 

2016年 1-5月：

84,076.65 

合作期内，公司

为客户提供班

级管理、学生接

洽等服务，向客

户收取一定的

服务费。 

2014-5-22 

部

分

履

行

并

中

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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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

财经

大学 

公司 

教

育

辅

助

服

务 

在职研

修班推

广 

需根据合

同履行结

果按合同

约定计算 

2014年：

451,285.00； 

2015年：

10,150.00 

合作期内，公司

为客户提供班

级管理、学生接

洽等服务，向客

户收取一定的

服务费。合同期

至 2014年 12 月

31 日。 

2014-7-3 

履

行

完

毕 

3 

中国

中医

科学

院研

究生

部培

训中

心 

公司 

教

育

辅

助

服

务 

中医心

理学研

究生课

程进修

班推广 

需根据合

同履行结

果按合同

约定计算 

2014年：

1,254,696.58 

合作期内，公司

为客户提供班

级管理、学生接

洽等服务，向客

户收取一定的

服务费。 

2013-9-24 

履

行

完

毕 4 

4 

中国

科学

院心

理研

究所

继续

教育

学院 

公司 

教

育

辅

助

服

务 

管理心

理学、儿

童发展

与教育

心理学

专业高

级课程

研修班

推广 

需根据合

同履行结

果按合同

约定计算 

2014年：

7,766,422.45； 

2015年：

9,029,879.50； 

2016年 1-5月：

5,333,135.31 

合作期内，公司

为客户提供课

程推广、班级管

理、学生接洽等

服务，向客户收

取一定的服务

费。合同期至

2017 年 1 月 5

日。 

2016-1-6 

正

在

履

行 

5 

中国

科学

院心

理研

究所

继续

教育

学院 

成功

之道

（北

京）

顾问

有限

公司
4
 

教

育

辅

助

服

务 

管理心

理学、组

织与员

工心理

促进

（EAP）

（北京、

深圳面

授和远

程）高级

课程研

修班组

织和管

理 

需根据合

同履行结

果按合同

约定计算 

合作期内，公司

为客户提供班

级管理、学生接

洽等服务，向客

户收取一定的

服务费。 

2014-11-28 

履

行

完

毕 

6 

中国

科学

院心

理研

成功

之道

（北

京）

教

育

辅

助

管理心

理学在

职博士

课程研

需根据合

同履行结

果按合同

约定计算 

合作期内，公司

为客户提供班

级管理、学生接

洽等服务，向客

2013-5-28 

履

行

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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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

继续

教育

学院 

顾问

有限

公司
4 

服

务 

修班组

织和管

理 

户收取一定的

服务费。3 

7 

北京

市社

会心

理工

作联

合会 

公司 

员

工

帮

助

计

划 

2013 年

北京市

社区社

工心理

服务能

力建设 

120,000.00 
2014年：

124,200.00 

客户提出项目

要求、进度，进

行项目协调，参

加讨论，提供经

费；公司制定项

目计划书，经客

户审核认可后，

制定具体培训

方案、组织师

资、执行培训计

划。合同期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2013-10-20 

履

行

完

毕 

8 

广东

鸿联

九五

信息

产业

有限

公司 

子公

司 

员

工

帮

助

计

划 

高效团

队的打

造与管

理/互联

网+大数

据心理

学服务

项目 

725,500.00 
2016年 1-5月：

352,184.47 

公司为客户提

供 EAP 培训服

务，由客户根据

需求确定培训

对象；公司提供

电子杂志、赠送

听课名额、1 年

课后辅导跟踪

等增值服务。 

2015-12-10 

正

在

履

行 

9 

广东

鸿联

九五

信息

产业

有限

公司 

子公

司 

员

工

帮

助

计

划 

团队凝

聚力与

销售技

巧服务

项目 

377,000.00 
2015年：

377,000.00 

公司为客户提

供 EAP 培训服

务，由客户确定

培训对象人选；

公司提供电子

杂志、赠送听课

名额、在线微课

等增值服务。 

2015-12-10 

履

行

完

毕 

10 

深圳

市润

迅电

话商

务有

限公

司 

子公

司 

员

工

帮

助

计

划 

集团银

卡服务

项目 

200,000.00  
2015年：

200,000.00 

客户企业员工

可以使用集团

银卡参加公司

开设的 EAP 课

程，所有课程享

受 8.5 折优惠，

直至集团银卡

20 万元金额用

完为止。 

2015-1-27 

履

行

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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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深圳

市润

迅电

话商

务有

限公

司 

子公

司 

员

工

帮

助

计

划 

岗位胜

任力提

升与心

理调适

EAP 服务

项目 

依实际参

加人数而

定 

2014年：

174,800.00 

公司为客户提

供 EAP 培训服

务，服务时间自

2013 年 10月 16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5 日。 

2013-10-9 

履

行

完

毕 

12 

深圳

市润

迅电

话商

务有

限公

司 

子公

司 

员

工

帮

助

计

划 

沟通中

的定位

与角色

管理 EAP

服务项

目 

依实际参

加人数而

定 

2014年：

268,800.00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2-13 日、

2014 年 3 月

19-20 日为客户

提供EAP培训服

务，按实际参加

人数向客户收

费。 

2014-2-27 

履

行

完

毕 

13 

深圳

市润

迅电

话商

务有

限公

司 

子公

司 

员

工

帮

助

计

划 

管理心

理学与

卓越领

导力服

务项目 

依实际参

加人数而

定 

2014年：

187,200.00 

公司于 2014 年

12月 3-4日为客

户提供EAP培训

服务，按实际参

加人数向客户

收费。 

2014-11-26 

履

行

完

毕 

关于采购、销售合同总额应与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等相匹配的问题，如上所

述，合同总金额在没有约定，以实际履行情况为准，不存在是否与报告期内收入、

成本等相匹配的问题。 

公司存在正在履行的担保合同，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之“四”

之“（三）”中补充披露如下： 

“3、报告期内签订的，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对外担保合同 1 份，合同正常

履行，不存在纠纷情况： 

被保证人 债权人 合同编号 担保金额

（元）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合同签订

日期 

陈娟 北京银行

西单支行 

1320D140092 4,00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借款合同

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

日起两年 

2014 年 10

月 11 日 

该项对外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三节”之“六”

之“（二）”之“1、对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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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质押合同。公司最近一期末的资产负债

率是 60.51%，主要为预收账款金额较大。教育培训行业往往是先收款后提供服

务，且收款至课程服务结束可能需要数月至几年时间，预收账款金额较大的现

象符合行业特征。最近一期末，公司的流动资产合计 4,614.42 万元，公司目前

仅有一份履行中的担保合同，担保金额 400.00 万元，担保余额 100.00 万元，

因此该担保合同不足以对公司的持续经营构成重大影响。总体来说，公司流动

性资产能够保证偿还流动负债，流动资产立即变现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较强。 

11、 请公司补充披露影响公司持续经营各项风险的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九、风险因素及应对措施”

中披露了公司各项重大风险及应对措施，已披露的“（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不当

的风险、（二）公司对外担保的风险、（三）师资流失的风险、（四）学员大规模

退款的风险、（五）公司股票投资失败的风险、（六）主要客户影响营业收入的风

险”均会对公司的可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12、 请公司全面检查所报材料中律师是否全部见证、盖章、签

字。 

公司回复： 

公司已全面检查申报材料，确认需要律师见证的材料已全部进行见证、盖章、

签字。 

13、 根据《会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请主办券商核查并发表意

见公司财务负责人是否已经取得相关从业资格证书与是否具备上述

规定任职条件。 

主办券商回复： 

根据《会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 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除取得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外，还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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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通过查看公司财务人员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结合对公司相关人员的

访谈，确认公司财务负责人是否符合任职条件。 

经核查，公司财务负责人已于 2016 年 2 月 4 日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通过对

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负责人的访谈，确认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已从事会

计工作三年以上，其简历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四、（三）

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中披露如下： 

4、吴映桦，财务负责人 

吴映桦女士，1982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2 年 6

月毕业于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经济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专业，专科学历；

2013 年 1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12 月，就职于广西扶绥县地方税务局，任见习生；2004 年 3 月至 2009 年 6

月，就职于思博欧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任会计服务顾问；2009 年 7 月至 2011

年 6 月，就职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公司，任风险管理部助理；2011 年 7 月

至 2012 年 1 月，就职于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12 年 2

月至 2015 年 5 月，就职于安博教育集团公司，任内控专员、职教集团财务经理；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就职于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2016 年 5 月至今，

任股份公司财务负责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吴映桦已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且

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符合《会计法》规定的任职条件。 

14、 请主办券商全面核查公司行业部分引用数据的来源及真实

性并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通读《公开转让说明书》，列出所有数据，询问数据来源，查找数据来源，

核实数据来源，评价其可靠性。 

（二）事实依据 

《公开转让说明书》 

http://www.dxsbb.com/news/10254.html 

http://www.dxsbb.com/news/102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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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wehefei.com/system/2015/09/06/010520070.shtml 

http://gaokao.chsi.com.cn/ 

陈敖贵，我国心理咨询市场需求与行业管理现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

年第 12期. 

公司管理层访谈记录。 

（三）分析过程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提及以下行业数据： 

1、至 2015 年，共 276 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应用心理学专业，2015 年全国应

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生人数共计 72819人。 

数据来源：http://www.dxsbb.com/news/10254.html 

http://news.wehefei.com/system/2015/09/06/010520070.shtml 

可靠性：http://www.dxsbb.com/news/10254.html 网页是大学生必备网发

表的一篇文章，文中列出了所有 276所学校的具体名称，至少此处 276所学校是

真实存在的。大学生必备网是武汉赢在大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备案的网站，

276所院校这个数据是“大学生必备网整理的开设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大学名单”。 

通过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指导，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主办的 http://gaokao.chsi.com.cn/阳光高考平台上对“应用心理学”这一专

业的查询结果，截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全国开设此专业的高校共 274 所，并

可查询所有 274所学校的列表，该列表与大学生必备网的列表大致相同，但部分

学校有出入。由于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指导下的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

指导中心更具有权威性，此处建议公司按照阳光高考平台查询结果修改数据。 

公司已将文中提及“276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应用心理学专业”改为 “约 270

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应用心理学专业”。 

2015 年全国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生人数共计 72819 人，来源于合肥网的新

闻报道。这一数据与阳光高考平台上的数据出入较大，已建议公司按照阳光高考

平台数据修改毕业生规模数据为“12000-14000人”。 

2、根据《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报道的数据，本世纪初我国从事该专业的

人数估计只有几千人。自 2003 年 1 月 18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推出心理咨询

师职业资格认证培训以来，报考参加培训、鉴定人数逐年增加，到 2007 年通过

http://news.wehefei.com/system/2015/09/06/010520070.shtml
http://gaokao.chsi.com.cn/
http://www.dxsbb.com/news/10254.html
http://news.wehefei.com/system/2015/09/06/010520070.shtml
http://www.dxsbb.com/news/10254.html
http://gaokao.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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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人员已达到了 10万人。 

数据来源：陈敖贵，我国心理咨询市场需求与行业管理现状，中国健康心理

学杂志：2009年第 12期. 

可靠性：该杂志及文章是中国知网收录的正规学术杂志及学术论文，数据可

靠。 

3、而时至今日，据各大报社统计，国内已有 200 万人持有心理咨询师二级

或三级职业资格认证证书。 

来源：行业圈内交流 

可靠性：全国有多少人持有心理咨询师二级或三级证书数据，未有可靠统计，

已建议公司删除该数据及基于该数据的估计。 

4、然而持有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的人员中，真正合格的心理咨询从业

者估计仅有 1%~2%，即仅有 2~4万人。 

来源：陈敖贵，我国心理咨询市场需求与行业管理现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

志：2009年第 12期. 

可靠性：该数据仅为一种估计，心理咨询师是否具有合格的从业能力，本身

不可量化不可统计，而且文章是 2009 年发表的，数据不能反映目前情况，已建

议公司删除该数据。 

5、目前，心理咨询师考证人数连年增加，据各大报社统计，每年约有 50

万人报考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证书，而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的通过

率约为 20%，每年增加的持证心理咨询师约为 10 万人，市场对应用心理学培训

行业的需求将逐年增长。 

来源：行业圈内交流 

可靠性：每年全国有多少人报考心理咨询师二级或三级证书数据，未有可靠

统计，考试通过率也没有全国性统计，已建议公司删除该数据及基于该数据的估

计。 

（四）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所披露部分数据来源于正规期刊的学术论文，可以予以

采信；其他数据应当修改或删除，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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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开转让说明书》之“六”之“（二）”中，2015年开设应用心理学

专业的学校数量、毕业生人数与权威统计数据有出入，按照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

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阳光高考平台统计数据，应修改为“建国后，各大高校陆

续开设了心理学专业，至 2015 年，共约 270 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应用心理学专

业，2015 年全国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生人数规模约在 12000 人至 14000 人。” 

2、《公开转让说明书》之“六”之“（三）”中，“而时至今日，据各大

报社统计，国内已有 200万人持有心理咨询师二级或三级职业资格认证证书”表

述缺乏可靠数据支持，应删除。 

3、《公开转让说明书》之“六”之“（三）”中，“然而持有心理咨询师

职业资格认证的人员中，真正合格的心理咨询从业者估计仅有 1%~2%，即仅有 2~4

万人”为学术论文中的一个估计，不可量化，难以判断其准确性，可改为“随着

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每年 2 次进行，通过考试取得证书的人数必然超过 2007 年已

经持证的人员数量。《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的报道表明，心理咨询行业的从

业人员是少于持证人员的。” 

4、《公开转让说明书》之“六”之“（三）”中，“目前，心理咨询师考

证人数连年增加，据各大报社统计，每年约有 50万人报考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

认证证书，而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的通过率约为 20%，每年增加的持证

心理咨询师约为 10万人，市场对应用心理学培训行业的需求将逐年增长。”表

述缺乏可靠数据支持，应删除。 

5、《公开转让说明书》之“六”之“（三）”中“数据显示，这样的人员

接近 200 万人，以人均投入 5000 元的水平保守估算（成功之道学员的人均消费

实际远超 5000元），目前，面向持证人员的心理学专业培训的市场规模至少 100

亿元。”是基于不可靠数据的推算，应删除。 

公司回复： 

公司已对《公开转让说明书》修改如下： 

1、《公开转让说明书》之“六”之“（二）”中作出如下修改： 

 “建国后，各大高校陆续开设了心理学专业，至 2015 年，共约 270 多所高

等院校开设了应用心理学专业，2015 年全国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生人数规模约

在 12000 人至 14000 人。” 

2、《公开转让说明书》之“六”之“（三）”中已删除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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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时至今日，据各大报社统计，国内已有 200万人持有心理咨询师二级或

三级职业资格认证证书。”  

3、《公开转让说明书》之“六”之“（三）”中，“然而持有心理咨询师

职业资格认证的人员中，真正合格的心理咨询从业者估计仅有 1%~2%，即仅有 2~4

万人”已改为： 

“随着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每年 2 次进行，通过考试取得证书的人数必然超

过 2007 年已经持证的人员数量。《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的报道表明，心理咨

询行业的从业人员是少于持证人员的。” 

4、《公开转让说明书》之“六”之“（三）”中已删除语句： 

“目前，心理咨询师考证人数连年增加，据各大报社统计，每年约有 50万

人报考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证书，而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的通过率

约为 20%，每年增加的持证心理咨询师约为 10 万人，市场对应用心理学培训行

业的需求将逐年增长。”  

5、《公开转让说明书》之“六”之“（三）”中已删除语句： 

“数据显示，这样的人员接近 200 万人，以人均投入 5000 元的水平保守估

算（成功之道学员的人均消费实际远超 5000 元），目前，面向持证人员的心理

学专业培训的市场规模至少 100亿元。”。 

15、 针对改制时净资产不足的情况，公司使用 2016 年 3-5 月公

司净利润进行补足。请公司补充说明 2016 年 3-5 月净利润金额，并

分析远大于 2016 年 1-5 月净利润的原因。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

核查 2016 年 3-5 月净利润的真实性。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

述事项是否影响整体变更。 

公司回复： 

2016 年 1-2 月、3-5 月、1-5 月母公司利润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2016 年 3-5 月 2016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2,517,892.10    8,671,402.45    11,189,2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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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1,537,169.44    3,004,022.12     4,541,191.56  

期间费用   1,896,936.00    3,873,365.83     5,770,301.83  

资产减值损失     512,097.18     -537,115.80       -25,018.62  

营业利润  -1,480,414.21    2,171,054.53       690,640.32  

利润总额  -1,480,414.21    2,242,065.61       761,651.40  

净利润  -1,352,389.92    2,107,786.66       755,396.7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受公司的业务性质的影响，春节期间公司处于业务淡季，

培训课程开班次数、客户招生人数较少，因此 2016 年 1-2 月营业收入较低；同

时公司成本费用支出中人员工资、房租等各项固定费用占比较高，因此营业成本

和期间费用的增长幅度小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2016 年 2 月公司向关联方拆

出资金 1,000.00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50.00 万元，该款项于 2016 年 5 月收回，

因此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对 2016 年 1-2 月、2016 年 3-5 月净利润的影响较大；以

上原因导致 2016 年 3-5 月净利润远远大于 2016 年 1-2 月净利润，与公司的业务

特点相匹配，因 2016 年 1-2 月呈亏损状态，所以 2016 年 3-5 月净利润金额远大

于 2016 年 1-5 月净利润。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 2016 年 3-5 月净利润的真实性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获取公司 2016 年 1-5 月营业收入序时账，抽查大额培训收入

的记账凭证，核对课程明细表、上课签到表客户明细是否一致，查看上课日期确

认收入是否存在跨期现象；抽查教育辅助服务收入的记账凭证，核对业务合同、

客户结算单、收款单据；获取会计师事务所对预收账款及营业收入询证函回函的

外部证据；对客户进行电话或当面访谈，进一步验证公司业务收入的真实性。 

主办券商通过抽查 2016 年 1-5 月大额营业成本结转的相关记账凭证，核查

成本结转金额、明细是否准确，是否及时结转成本，是否与收入相匹配；通过获

取公司 2016 年 1-5 月期间费用的明细账，并对大额期间费用的记账凭证进行抽

查和截止性测试；取得期间费用明细表，对期间费用变动进行对比分析，核查费

用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通过获取 2016年 2月 29日和 2016年 5月 31 日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应

付款项、其他应付款等往来科目的余额明细表，核查期末每笔往来款项的性质，

针对其中期末余额较大的往来单位检查对应的合同、原始入账凭证等资料；结合

往来函证程序，并检查期后的收付款情况，核查公司是否存在跨期确认费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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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二）事实依据 

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表、记账凭证、业务合同、上课签到表、客户结算单、收

款凭证、营业收入及预收账款询证函回函、客户访谈记录；成本结转的记账凭证

及原始凭证等相关单据；期间费用明细账、明细表；大额期间费用记账凭证及所

附原始凭证。 

（三）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抽查公司 2016 年 1-5 月大额营业收入序时账、记账凭证及核

对相关原始凭证的核查，取得询证函并结合对大额收入客户进行访谈，确认公司

收入的真实性；通过对公司 2016 年 1-5 月营业成本明细表的核查，抽查相关成

本归集、分配、结转凭证，记账凭证与其所附的原始单据等一致，不存在未及时

结转成本的情形；对营业成本的构成和波动进行分析，未见异常。 

通过对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付款项、其他应付款的期末余额进行分析，

查看相关记账凭证及其原始凭证，确定了期末余额的款项性质；根据各往来科目

明细账，抽取 2016 年 2 月 29 日和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后五天的 3 笔大额凭证，

进行截止性测试，未见异常；结合期后收付款情况，检查大额的款项中是否有费

用性质款项，对其进行分析性复核，公司不存在跨期确认费用的情况。 

主办券商通过获取公司 2016 年 1-5 月期间费用的明细账，并对大额期间费

用的记账凭证进行抽查和截止性测试，记账凭证与后附的发票、合同或协议等资

料的金额、费用性质相符，2016 年 2 月、2016 年 5 月的期间费用未见跨期现象；

通过对期间费用的变动情况分析并结合其他相关科目的核查情况，确认公司

2016 年 1-2 月、2016 年 3-5 月期间费用变动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符。 

（四）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 2016 年 3-5 月净利润是真实的。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述事项是否影响整体变更。 

主办券商回复： 

依据 2016 年 8 月 6 日兴华会所出具《关于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完成后基准日净资产变动的说明》，该说明中兴华会所依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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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业务实际情况确定的收入确认具体方式的要求，按照收入成本配比、匹配原则，

对存在的收入跨期情况进行了调整；综合 2014 年度、2015 年度以及 2016 年 1-2

月的调整情况，将成功之道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的净资产 19,389,271.17 元调

减至 17,806,610.70 元，共计减少 1,582,660.47 元。调整后的净资产与 2016 年 2

月 29 日为改制基准日的《验资报告》（北京兴华（2016）京会兴验字第 01010015

号）中审验确认的净资产出现了差异，导致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应计入资

本公积的金额相应减少。上述调整事项导致成功之道整体变更时的资本公积的减

少数额 1,582,660.47 元拟用 2016 年 3-5 月公司净利润进行补足，此事项尚需报

股东大会批准。 

2016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表决通过

《关于以公司税后利润补足资本公积的议案》，决定因上述调整事项导致公司整

体变更时的资本公积的减少数额 1,582,660.47 元，将使用 2016 年 3-5 月公司净

利润进行补足。 

截至申报材料之日，公司已将改制期间产生的净利润 1,582,660.47 元补足由

于上述审计调整所导致的改制基准日净资产的减少数额，因此不会导致股东出资

不实。 

因此，主办券商认为，此次净资产调整不会导致出资不实，不会对公司的整

体变更产生影响。 

16、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股票。（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投

资股票的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具体内容、类型、购买时间、购买及

处置情况、履行的决策程序、对公司利润表的影响等，并披露公司进

行短期投资的决策制度及风险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期后投资情况、

公司投资上述金融产品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2）请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公司对外短期投资的风险管理情况，核查

公司股票买卖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开立证券交易账户，并于 2016 年 6 月 8 日起开始

购买股票，报告期内，公司尚未进行股票投资，因此公司未在说明书中披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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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投资股票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开立证券交易账户，并于 2016 年 6 月 8 日起开始

购买股票，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尚未进行股票投资。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三节公司治理”之“六、（二）、2、（2）开设证券交易账户”中对公司在报告期

后投资股票的具体情况进行披露，并根据截止 2016年 11 月 29日股票投资情况、

投资决策制度及相关风险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公司投资股票对公司经营财务状

况的影响进行补充披露如下： 

2016 年 6 月 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9 日，公司进行股票投资累计已实现投资

收益  794,996.54 元； 2016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持有股票资产市值为

11,211,042.00 元，其中投资成本 10,794,996.54 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16,045.46 元。 

虽然公司 2016 年 6 月至 11 月的股票投资金额较大，但收益率较高，且未给

公司造成损失。同时公司已制定《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证

券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制度，明确规定了对外投资产品的内容、决策原则、

决策权限及需履行的管理程序。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对股票投资将对公司日常经营

情况造成的影响进行披露如下： 

五、公司股票投资失败的风险 

为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开始进行股票投

资。截止 2016 年 11 月 29 日，公司进行股票投资累计实现投资收益 79.50 万元，

持有股票成本 1,079.50 万元，股票市值 1,121.10 万元。受国内外政治、经济

及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政策的影响，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投资风

险较大且无法预估。目前，公司股票投资支出金额较大，如果投资失败，将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公司对外短期投资的风险管

理情况，核查公司股票买卖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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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开立证券账户，并于并于 2016 年 6 月 8 日起开始

购买股票，因此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股票投资，所以主办券商无需对报告期内公

司股票买卖的会计处理进行核查。 

针对期后股票投资情况：主办券商通过核查公司证券账户对账单及交易流水

情况，对股票投资收益情况进行复核，访谈公司相关负责人员及财务人员并查阅

公司《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已制定了风险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通过查看报告期后公

司财务账目及对公司管理层的访谈，确认公司股票买卖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 

17、 公司股本较小。请公司结合业务特点补充说明股本较小的

合理性，并说明公司营运资金是否充足，股本较小是否影响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是否影响持续经营能力。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上述事项。 

公司回复： 

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股本为 158.95 万元，净资产为 1,991.44 万元,虽然

目前公司股本较小，但是净资产较高，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

教育辅助服务、员工帮助计划业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较稳定的师资渠道资源、

较全面的课程体系。 

公司持续经营所需要消耗的成本主要是师资引入的成本和人员工资，公司业

务的毛利率较高，2016 年 1-5 月、2015 年、2014年的综合毛利率分别达到 57.54%、

65.09%、65.23%，公司业务收入足以支付成本。 

因此公司股本较小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造成影响，且公司净资产较高，承担

风险能力较强，所以公司股本较小是合理的。 

公司三类主营业务的收款政策分别为：培训业务为预先收取客户培训费；教

育辅助服务在服务完成，收到业务结算单时两天内取得现金支票，收款期较短；

目前员工帮助计划业务量较小，客户稳定，结算方式为预收培训费或是通常在完

成培训后十天内支付款项。公司 2016 年 1-5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营运资金

分别为 1,190.88 万元、1,208.27 万元、 -1,020.61 万元，公司 2016 年 5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1,865.00 万元、

1,414.96 万元、480.94 万元，因此，公司营运资金较充足。 



51 
 

综上，公司股本较小未对正常生产经营、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司的审计报告、主要业务合同、研发投入情况；对公司

管理层进行访谈；对比企业会计准则、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指引条款，对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核查、分析。 

（二）事实依据 

审计报告、合同订单等业务材料、访谈记录、行业分析师对公司营运记录的

分析。 

（三）分析程序 

1、现金流量角度 

公司培训业务的收款方式是为预先收款；教育辅助服务收款期较短；目前员

工帮助计划业务量较小，预先收款或者收款期较短。经查阅《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 1-5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09.07

万元、 947.45 万元、399.40 万元，公司 2016 年 5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1,865.00 万元、1,414.96 万元、480.94

万元。综上，公司营运资金充足，公司业务经营不依赖于股本。 

2、公司业务特点角度 

经查阅公司的销售和采购合同，查阅公司账册，实地查看公司业务部门工作

情况，并访谈公司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公司业务具有如下特点： 

（1）销售渠道稳定 

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销售部门营销能力较强，老客户资源较多，且销售部门

通过微信群、公众号等自媒体方式进行宣传，潜在客户资源丰富，从报告期内开

课情况和收款情况看来，公司开设的课程招生情况良好，学员人数较多。教育辅

助服务业务签订的是框架协议，报告期内，与主要客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

合同连续签署，最近一份销售合同正在履行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公司稳

定的客户。员工帮助计划业务收入占比不大，对公司持续经营影响不大。 

鉴于公司销售渠道较稳定，客户资源充足，公司目前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在

广告宣传、开发客户渠道上，且稳定的销售渠道有助于获得稳定的收入，足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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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运营成本。 

（2）业务成本主要为师资采购和人员工资 

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员工帮助计划业务的成本主要是师资采购和人员工

资，教育辅助服务的成本主要为人员工资。经查阅《审计报告》，公司业务毛利

率较高，各期综合毛利率均在 50%以上，加之公司良好的现金流，足以支付业务

开展所消耗的成本，业务成本不成为公司的持续经营的障碍。 

从公司采购合同看，公司采购都在服务完成后付款，且有稳定的供应商。师

资引入供应商的市场供应较充足，采购渠道不成为公司持续经营的障碍。 

（3）公司提供服务无需大量资金投入 

公司提供服务所需的基础物资和人员已经具备。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员工

帮助计划的培训场地、设施、服务人员等已经具备，不需要进行大量购买、招聘

等，而所采用的课程体系是公司自主设计的，已经设计完成并实施，目前不必投

入大量资金开发课程。课程教育辅助服务的提供主要依赖于宣传网站、服务人员

等，公司已经具备，网站域名所有权归成功之道（北京）顾问有限公司，公司与

成功之道（北京）顾问有限公司均同意，并在《域名无偿使用协议》中约定，双

方将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之间办理域名所有权转让及备案手续。在转

让完成之前，成功之道（北京）顾问有限公司授权公司无偿使用 zkyxls.com 域名。

目前宣传网站正常使用中，无需大量购买其他生产资料，服务人员为公司员工，

不需要大量招聘。 

综上，公司依靠现有的资源，已经可以提供应用心理学培训、教育辅助服务、

员工帮助计划的服务，不需要大量购买设施、招聘人员等，不存在持续经营的障

碍，不需要大股本支持。 

综上所述，公司销售渠道、采购渠道稳定，业务毛利率较高，良好的现金流

足够支付业务持续经营所需成本，提供服务所需生产资料和人员已经配备，业务

能顺利开展，没有需要额外投入大量资金的环节，股本大小对持续经营影响不大。 

（三）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现金流量充足，足以支付运营资金，公司业务采购、销

售、提供服务各环节，具备稳定的渠道、具备必须的生产资料和人员，现有业务

不必须购入大量物资或招聘大量人员，业务能持续开展。公司业务毛利率高，盈

利能力强，公司持续经营不依赖于股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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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司存在个人客户。（1）请公司补充披露针对个人客户的

合同签订、款项结算方式等，并说明针对现金收款的相关资金管理制

度以及减少现金收款的措施。（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与公

司销售循环相关的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及公司执行情况，补充核查公司

收款入账的及时性及完整性、公司是否存在坐支情况。（3）请主办券

商及会计师针对公司销售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是否存在资金

体外循环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为个人客户提供课程培训服务，客户根据公司各类课程的招生简章选择

参加的培训课程，未与公司签订具体合同。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三、（二）、4、按个人、

企业客户列示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对现金收款的相关资金管理制度以及减少现

金收款的措施进行披露，并针对个人客户的合同签订、款项结算方式、收入结转

及对账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向个人和企业客户销售的收入金额及比重列示如下： 

单位：元 

客户分类 

2016 年 1-5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 
销售收入 

占比

（%） 
销售收入 

占比

（%） 

个人 7,192,101.19 54.64 14,982,465.38 57.83 6,221,266.30 35.80 

企业 5,970,017.79 45.36 10,925,665.44 42.17 
11,158,666.0

3 
64.20 

合计 13,162,118.98 100.00 25,908,130.82 100.00 
17,379,932.3

3 
100.00 

目前，公司个人客户全部来自于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企业客户全部来自于

教育辅助服务及员工帮助计划业务。报告期内，个人客户销售占比呈上升趋势。 

个人客户向公司预缴费用后即已确认参加课程培训，，公司向其发放会员

手册，出具收款收据；待客户参加相关培训课程后，公司结转确认收入，定期

与客户进行对账，核对参加课程情况及个人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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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付款方式包括：现金收款、银行转账（收款账户为公司账户、个人卡）

及第三方支付（支付宝），具体金额及占比列示如下： 

单位：元 

收款方式 

2016 年 1-5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现金 98,177.94 0.59  324,752.00  1.07  614,505.20  2.14 

个人卡 - -  13,581,152.36  44.89 
14,860,802.0

4  
51.72 

银行 14,771,260.85 88.86  14,111,893.25  46.65 
12,903,644.1

7  
44.91 

第三方支付 1,753,349.75 10.55  2,236,528.48  7.39  352,407.00  1.23 

合计 16,622,788.54 100.00  30,254,326.09  100.00 
28,731,358.4

1  
100.00 

公司 2015 年、2014 年通过个人卡收款比例较高，公司已从 2015 年 12 月份

开始对收款方式进行规范，逐渐减少个人卡及现金的收款；学员如果通过转账方

式缴费一律只提供公司银行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账号，公司及子公

司均已配备银行 POS 机，现场缴费鼓励学员刷卡支付，因此现金收款比例呈下

降趋势。 

因公司培训业务的客户均为个人，考虑到客户付款方便，因此公司提供个人

银行卡进行收款，公司将个人卡按照公司的银行账户进行管理及核算，个人卡全

部为公司业务，不存在私人业务，统一由财务部进行管理，每月进行对账。公司

已制定严格的收款确认程序，客户付款后，公司的课程顾问就该笔款项的付款

时间、付款账号、付款金额与财务部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确认该笔款项计

入预收账款，并按照客户的要求开具收据或发票。2015 年 12 月底，公司已将所

有个人卡账户余额转至公司账户，从 2016 年开始，公司已不再使用个人卡进行

收款且个人卡已全部注销。 

报告期内，公司已制定现金管理制度，对于现金收款及付款具体规定如下： 

现金收款管理：只有学员在公司参加培训时，才会使用现金缴纳学费，学费

直接交到财务部，并由出纳与负责该学员的课程顾问进行确认后，收取学费并开

具收据，公司严禁除财务部之外的人员直接收取学费，在达到库存现金的限额后，

出纳将及时将款项存入银行。 

现金使用的具体规定及执行情况：报告期内，现金支付主要用于员工借备用

金、报销及发放员工工资，公司已于 2015 年末开始规范现金使用的金额及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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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金额超过 5,000 元人民币的费用或借款，应由银行直接支付（如遇特殊

情况，需报财务总监审批），员工工资通过银行转账统一进行支付，公司已于 2016

年开始严格按照该规定执行。 

（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与公司销售循环相关的内控

制度的有效性及公司执行情况，补充核查公司收款入账的及时性及完

整性、公司是否存在坐支情况 

主办券商回复： 

①主办券商通过访谈公司相关人员，查阅公司管理制度相关文件，并对公司

的内部控制执行穿行测试等方式，核查相关内控制度是否有效，是否得到有效执

行。 

应用心理学培训业务：收款---学员确认参加公司的培训课程后，向公司预缴

学费并通知课程顾问，公司的课程顾问就该学员的付款时间、付款账号、付款金

额与财务部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确认将该笔款项计入预收账款，并按照客户

的要求开具收据或发票；确认收入---培训课程结束后，公司按照学员签到表、课

程明细表及学员课程收费报价单确认收入实现。 

教育辅助业务：确认收入---公司收到客户的结算单，进行核对后，按照协议

确认收入；收款---公司确认收入后开具发票，客户收到发票后，通常三天内通知

公司收取现金支票。 

员工帮助计划业务：目前公司该类业务客户较固定，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后，

因合同中已对单次培训确定了培训价格，客户一般会预付培训费，如果先接受培

训，培训结束后，通常在一月内付款；该业务于培训结束后确认收入实现。 

主办券商通过对销售与收款循环控制测试，确认公司已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建

立了《和计划销售管理规定》、《研修班招生及班级管理流程》、《1879 计划

白皮书》、《合同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与销售业务循环相关的内控

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与销售循环相关的内控制度设计合理并得到有效

执行。 

②通过对公司财务人员的访谈及查看公司现金日记账、银行对账单，并与记

账凭证、收据进行核对，确认公司在收到款项后是否及时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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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核查，2014 年、2015 年因公司每月现金收款金额较小，所以收到款项

后，并未及时存入银行，通常根据收取现金的情况，将款项存入银行。从 2016

年起，公司已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现金管理制度》且严格按照该制度执行，收

到款项后及时送存银行。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内控制度不完善，因此存在现金

收款入账不及时及坐支情况，但现金收款金额较小，且未给公司造成任何不良影

响；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现金管理制度》且已按照该制

度执行。 

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针对公司销售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

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营业收入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资金

体外循环的情形。 

19、 报告期内公司从劳务公司采购师资劳务。（1）请公司补充

披露从劳务公司采购服务的金额及占比、确认依据、确认方法、确认

时点、定价方式，对师资人员服务质量的管理措施等。（2）请主办券

商及会计师结合上述情况补充核查采购劳务的真实性及完整性、劳务

提供方与公司、股东、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并发表专业意

见。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之“四”之“（二）”中补充披露

如下： 

项目 2016 年 1-5月 2015 年度 2014年度 

从劳务公司采购服

务成本（元） 
3,100,807.72  3,852,010.67  1,809,938.41  

占劳务总成本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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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师资成本全部为从劳务公司进行采购，由劳务公司直接与讲师进行接

洽，讲师完成授课后，公司按照协议与劳务公司进行确认结算并结转成本，按

照协议支付供应商款项。 

师资引入服务的定价方式是三方议价，供应商向讲师支付的报酬，经供应商、

公司、讲师三方均同意，方可确定，公司向供应商支付的佣金按支付给导师报

酬的一定比例计算。 

对师资人员服务质量的管理措施，主要有课程效果反馈措施，讲师授课结束

后，公司通过问卷调查形式，对课程效果、客户满意度进行测评，如果学员对

讲师的服务质量不满意，影响到该课程的效果，公司将通知供应商不再联系该

名讲师前来授课。因为讲师不是公司员工，公司不能通过内部制度对其服务质

量进行管理，只能选择讲师。由于公司通过供应商引入的讲师一般具备心理学

专业背景，水平较高，公司学员对讲师的满意度较高，一般不存在讲师服务质

量不佳而影响课程效果的情况 

（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上述情况补充核查采购劳务的真

实性及完整性、劳务提供方与公司、股东、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方

关系，并发表专业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对公司管理层的访谈，了解公司获取供应商的途径及与供应商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通过核查营业成本结转明细账，针对其中大额的劳务采

购，查看相关的协议、入账发票、审批单、银行付款回单等相关凭证，并将以上

获取的资料进行核对；通过对成本核算相关凭证的抽查，分析营业成本的构成及

波动情况，核查成本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通过对提供劳务的供应商进行访谈，核实采购业务的真实性及与公司、股东、

董监高等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供应

商的相关信息，确认是否与公司及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 

（二）事实依据 

营业成本明细帐、营业成本结转记账凭证及所附原始凭证；付款单据；访谈

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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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过程 

检查大额采购的记账凭证及其相关的采购合同、采购发票、付款凭证等单据

一致，公司采购业务真实确认；查看期后付款凭证及营业成本结转凭证，未见跨

期；对营业成本进行分析复核，其构成及波动情况未见异常。 

通过对公司管理层、主要供应商的访谈，结合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的查询结果，确认供应商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采购劳务真实且完整，劳务供应商与公司、股东、

董监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20、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个人银行卡结算的情形。（1）请公

司结合业务特点补充披露通过个人卡结算的原因、必要性、报告期内

个人卡结算的金额及占比，并披露个人卡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完备，包

括但不限于对银行卡及密码的控制措施、个人卡转账的具体流程及控

制措施、开户行是否认可、对卡内余额的控制、单笔结算金额的控制

等，个人卡流水是否有合同、发票等支持性凭据。（2）请公司补充披

露对个人卡结算的规范情况、期后通过个人卡收款的情况。（3）请主

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个人卡银行流水是否与业务相关、是否存在

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是否与个人资金

混淆。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针对与个人卡相关的销售或采购的真实

性、完整性，个人卡内控执行的有效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发表

意见。（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对个人卡结算的规范现状，并

针对个人卡结算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发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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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请公司结合业务特点补充披露通过个人卡结算的原因、必

要性、报告期内个人卡结算的金额及占比，并披露个人卡相关内部控

制是否完备，包括但不限于对银行卡及密码的控制措施、个人卡转账

的具体流程及控制措施、开户行是否认可、对卡内余额的控制、单笔

结算金额的控制等，个人卡流水是否有合同、发票等支持性凭据。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三、（二）、4”中对报告

期内个人卡结算的金额及占比情况进行披露，并对个人卡结算的原因、必要性及

个人卡业务的核算程序补充披露如下： 

客户的付款方式包括：现金收款、银行转账（收款账户为公司账户、个人卡）

及第三方支付（支付宝），具体金额及占比列示如下： 

单位：元 

收款方式 

2016 年 1-5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现金 98,177.94 0.59  324,752.00  1.07  614,505.20  2.14 

个人卡 - -  13,581,152.36  44.89 
14,860,802.0

4  
51.72 

银行 14,771,260.85 88.86  14,111,893.25  46.65 
12,903,644.1

7  
44.91 

第三方支付 1,753,349.75 10.55  2,236,528.48  7.39  352,407.00  1.23 

合计 16,622,788.54 100.00  30,254,326.09  100.00 
28,731,358.4

1  
100.00 

公司 2015 年、2014 年通过个人卡收款比例较高，公司已从 2015 年 12 月份

开始对收款方式进行规范，逐渐减少个人卡及现金的收款；学员如果通过转账方

式缴费一律只提供公司银行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账号，公司及子公

司均已配备银行 POS 机，现场缴费鼓励学员刷卡支付，因此现金收款比例呈下

降趋势。 

因公司培训业务的客户均为个人，考虑到客户付款方便，因此公司提供个人

银行卡进行收款，公司将个人卡按照公司的银行账户进行管理及核算，个人卡全

部为公司业务，不存在私人业务，统一由财务部进行管理，由出纳执行收付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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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会计进行审核并每月对账。公司已制定严格的收款确认程序，客户付款后，

公司的课程顾问就该笔款项的付款时间、付款账号、付款金额与财务部进行核

对，核对无误后，确认该笔款项计入预收账款，并按照客户的要求开具收据或

发票。个人卡转账严格履行公司款项支付的审批程序，因公司将个人卡按照公

司的银行账户进行管理及核算，因此未对个人卡内余额及单笔结算金额进行特

殊控制。2015 年 12 月底，公司已将所有个人卡账户余额转至公司账户，从 2016

年开始，公司已不再使用个人卡进行收款且个人卡已全部注销。 

（2）请公司补充披露对个人卡结算的规范情况、期后通过个人

卡收款的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三、（二）、4”中披露对

个人卡结算的规范情况、期后通过个人卡收款的情况，具体如下： 

2015 年 12 月底，公司已将所有个人卡账户余额转至公司账户，从 2016 年开

始，公司已不再使用个人卡进行收款且个人卡已全部注销。 

（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个人卡银行流水是否与业务

相关、是否存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

是否与个人资金混淆。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针对与个人卡相关的销售

或采购的真实性、完整性，个人卡内控执行的有效性、是否存在资金

体外循环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通过对个人卡银行对账单发生额、余额与公司序时账、记账凭证及

相关原始单据进行核对，未发现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个人卡业务全部为公司业务，

且已全部入账，不存在私人业务，不存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

采购的情形。 

经过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个人卡账户发生的销售、采购业务真实、完

整，个人卡内控执行有效，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的情况。 

（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对个人卡结算的规范现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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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个人卡结算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发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

见。 

主办券商回复： 

因公司培训业务的客户均为个人，考虑到客户付款方便，因此公司提供个人

银行卡进行收款，公司将个人卡按照公司的银行账户进行管理及核算，个人卡全

部为公司业务，不存在私人业务，统一由出纳进行管理，每月进行对账。公司已

制定严格的收款确认程序，客户付款后，公司的课程顾问就该笔款项的付款时间、

付款账号、付款金额与财务部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确认该笔款项计入预收账

款，并按照客户的要求开具收据或发票。2015年 12月底，公司已将所有个人卡

账户余额转至公司账户，从 2016 年开始，公司已不再使用个人卡进行收款且个

人卡已全部注销。因此，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已采取有效措施对个人卡结算进行规

范和监管。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

户存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自主选

择一家商业银行的营业场所开立一个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的基本账户，

不得开立两个以上基本账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

账户存储”、《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开户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除按本条

例规定的范围可以使用现金外，应当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账结算”，公司以个人

卡办理收款结算确实存在违反上述法条之规定。 

截至 2015年 12月底，公司已将所有个人卡账户余额转至公司账户，从 2016

年开始，公司已不再使用个人卡进行收款且个人卡已全部注销。公司设定了减少

个人卡使用的具体措施，并具体遵照实施，可以有效杜绝个人卡的使用，加强财

务体系的规范和监管。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未来任何时候将不再以任何方式以任何人名

义开具公司个人卡；同时，对于公司因曾经存在的个人卡结算而可能受到的任何

行政处罚或经济损失，实际控制人张冉承诺其本人将承担全部费用、罚金和经济

损失，以确保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采取个人卡收付款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商业银

行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等的相关规定，但公司已经停止了个人账户办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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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行为，注销用于结算的个人账户，违规行为已经改正，且实际控制人承诺承

担公司因此承担的损失或费用，公司前期采用个人账户结算方式对本次挂牌不构

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21、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讲师的基本信息,其聘用方式

是否合规，是否存在违规兼职取酬的情形，如是，是否采取规范措施，

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通过对公司管理层的访谈，了解公司获取师资的途径及与供应商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通过核查与师资采购供应商之间合同履行情况对价支付情况了解业

务真实性；核查公司报告期内采购费用占总体师资采购费用的前十大教师资源的

身份信息、工作单位等过程；查询有关高校教师兼职的相关按法律规定。 

（二）事实依据 

公司管理层的访谈取得公司获取师资的途径及与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的依据；公司与师资采购的供应商之间合同履行情况对价支付情况了解了业

务真实性；公司报告期内采购费用占总体师资采购费用的前十大教师资源的身份

信息、工作单位等过程；高校教师兼职的相关按法律规定。 

（三）分析过程 

经核查，公司对讲师的聘用方式是：公司根据开始课程需求与提供师资服务

的咨询公司签订合同来选择、聘用专业师资。师资引入的大致流程，首先公司根

据开设课程的需要，确定授课专家人选，具体的联络工作由供应商进行；授课专

家的人选由公司战略发展部根据所设计课程内容划定，结合公司可能通过师资引

入服务商联系到的各位专家所擅长的领域，先确定 2-3 名备选教师，由师资引入

服务商逐个进行联络，直至与某一位专家成功建立合作；联络成功后，专家须按

照公司指定的时间至指定地点进行授课。公司仅应向供应商支付合同约定的服务

费，不再向授课专家支付其他费用，而供应商须向授课专家支付一定费用。授课

专家人选的决定权在于公司，供应商需要按照公司的要求与指定的专家进行联

系。供应商向专家支付课酬的金额，直接影响服务费的金额，供应商与专家确定

课酬金额之前，需经过公司同意。这种师资引入形式以向供应商支付的服务费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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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师资管理流程的简单化，公司只需选定目标专家、与供应商和专家签订合同、

向供应商付款即完成了师资引入，省去了逐一联络授课专家、逐一计算和支付课

酬等繁琐工作，精简了人员，总体上节约了成本。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以上采购师资的行为是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

律规定。 

经核查，公司 2016 年授课的 54 名讲师，其中国内高校教师为 18 名。公司

通过师资服务咨询公司签订合同间接选聘讲师，而非直接与讲师签订劳动合同，

不属于直接的劳动关系。对于高校教师兼职的问题，国家近年来一直未有明确禁

止规定。直到 2016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

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

“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高校教师经所在单位批准，可开展

多点教学并获得报酬。鼓励利用网络平台等多种媒介，推动精品教材和课程等优

质教学资源的社会共享，授课教师按照市场机制取得报酬。”该意见中明确了高

校教师在经所在单位批准条件下，兼职取得报酬。据悉《意见》刚刚颁布，各高

校该方面的制度正在落实，高校教师正在配合按照要求办理备案手续，对于此政

策过渡时期，高校教师兼职取得报酬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因此，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选聘的讲师不存在违规兼职取酬的行为。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公司不断完善师资采购制度，目前公司一方面对师资

采购的服务机构的师资力量严格筛查，另一方面公司对欲选定讲师会进行身份、

任职背景的调查。而且公司自设立至今未因此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处罚。 

（四）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采购师资的行为是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

规定，公司选聘的讲师不存在违规兼职取酬的行为。 

二、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中介机构事项：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自报告

期初至申报时的期间是否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的情形，如有，请说明更换的时间以及更换的原因；请主办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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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

形。 

公司回复： 

公司自报告期初至申报时的期间不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自报告期初至申报时的期间不存在更换申报券

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不存在被监

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2）多次申报事项：请公司说明是否曾申报 IPO 或向全国股转

系统申报挂牌，若有，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下述事项：是否

存在相关中介机构更换的情形；前次申报与本次申报的财务数据、信

息披露内容存在的差异；前次申报时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整改

或解决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不存在曾申报 IPO或向全国股转系统申报挂牌的情形。 

（3）申报文件形式事项：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

股份数；请检查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历次修改的文

件均请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

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

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二、股票挂牌情况”之

“（二）股东所持股票的限售安排及股东对所持股票自愿锁定的承诺”中以“股”为

单位列示股份数；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五、最近两

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简表”披露的简表格式正确；历次修改的文件

均已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经过核查，已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

公开转让说明书、主办券商推荐报告、反馈回复报告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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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4）信息披露事项：请公司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

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无误；请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

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披露公司所属行业归类；请公司披露挂牌后股

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

市商信息；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

请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

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

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

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

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二、股票挂牌情况”中

列表披露可流通股份数，经检查确认无误；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

节 基本情况”之“一、公司基本情况”中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

业分类分别列示披露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一

节 基本情况”之“二、股票挂牌情况”中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公司知悉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公司与各中介机构知悉全国

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的相关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

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

露；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已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不存在不一致

的内容。 

主办券商回复: 

本机构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的相关业务规则。对于公司报告期内、报

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已经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本机构的相关责任主体已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

中不存在不一致的内容。 

（5）反馈回复事项：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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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回复时请斟酌披露的方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

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免申请；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

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商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

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件提交。 

回复： 

公司及中介机构已按照相关要求在指定时间内进行回复，不涉及豁免申请事

项。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

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

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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