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推荐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 

意见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

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已收悉，在收悉《反馈意见》后，国融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会同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景灿股份”或“公司”）与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

师”）、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中介机

构，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落实，并按照要求对景灿股份挂牌

申请相关文件进行了修改，现将《反馈意见》有关问题的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回复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公开转让说明书》

具有相同含义，涉及对《公开转让说明书》修改的已用楷体加粗标明。 

本回复报告中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补充披露、更新部分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公司披露，熊灿、赵溪芮、熊婷、秦斌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行使股东及董事相关召集权、提案权、表决权时采

取一致行动。2019 年 10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1）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管理层具体变

化情况；（2）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具体变化情况；（3）实际

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具体变化情况；（4）实际控制人变更前

后公司收入、利润变化情况；（5）熊灿、赵溪芮、熊婷、秦斌四人是否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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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人之间意见不一致时作出决策的方式作出约定；（6）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15

页对实际控制人之一秦斌 2011 年至 2014年的职业经历表述为“自由职业者”，

而对其任职情况及职业经历的表述为“2010年 9月至 2019 年 2月，任成都安远

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3 年 9 月至今，任成都义和广告有限公司监事”，申报

文件对秦斌的职业经历表述是否合理。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2）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是否导致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发生较大改变；（3）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回复： 

【公司回复】 

1、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1）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管理层具体

变化情况；（2）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具体变化情况；（3）实

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具体变化情况；（4）实际控制人变更

前后公司收入、利润变化情况；（5）熊灿、赵溪芮、熊婷、秦斌四人是否对一

致行动人之间意见不一致时作出决策的方式作出约定；（6）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15 页对实际控制人之一秦斌 2011 年至 2014 年的职业经历表述为“自由职业

者”，而对其任职情况及职业经历的表述为“2010年 9月至 2019 年 2 月，任成

都安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3 年 9 月至今，任成都义和广告有限公司监事”，

申报文件对秦斌的职业经历表述是否合理。 

（1）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管理层具体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19年 10月份由熊灿、熊婷变更为熊灿、赵

溪芮、熊婷、秦斌。该次实际控制人变更系因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完善治理结构而发生。 

2019年 10月，股份公司成立，公司选举董事会，赵溪芮和秦斌被选举为公

司董事，参与公司决策经营。赵溪芮为熊灿配偶；秦斌为熊婷配偶。2019 年 10

月至今，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熊灿和赵溪芮夫妇与熊婷和秦斌夫妇。 

变更前，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公司管理层为经理兼任执行董事为熊灿；监

事为熊婷；财务负责人为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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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公司类型为股份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管理层增设了

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会共 5 名董事包括熊灿、赵溪芮、熊婷、

秦斌、何彦熹；监事会共 3 名监事（含职工监事 1 名）包括熊欢、雷银川、邓建

辉；公司高管 3 名：总经理为熊婷、董事会秘书为张玉兰、财务总监为安琪。 

（2）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具体变化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均为住宅小区项目提供物业管

理服务工作，并未发生变化。 

（3）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具体变化情况； 

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情况如下： 

 实际控制人变更前 实际控制人变更后 

主要客户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海伦酒店、成都

君禾尚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赵胤、曹

晟、何林、熊忆/熊敏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海伦酒店、

成都君禾尚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赵胤、曹晟、何林、熊忆/熊敏 

主要供应商 成都蓉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弘源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四川九森电梯工程

有限公司、南通振兴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成都蓉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成都

弘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四川九森

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南通振兴电梯

安装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较稳定，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主要客户、供

应商未发生变化。 

（4）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收入、利润变化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服务，且主要是为住宅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2018

年至 2019 年有 5 个在管理的小区，以 2019 年 10 月为实际控制人变更截点，变

更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服务范围均未发生变化。2019年 1-10月的营业收入为

1,123.83万元，2019年全年的营业收入为 1,362.33万元，月均收入约为 110万

元，营业收入仅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并未因实际控制人变更而发生变化。2019

年 1-10月营业利润为 0.62万元，2019年全年的营业利润为-9.5万元，2019年

10月后公司管理费用增加，原因在于支付公司新三板挂牌中介机构费用 21.2万

元，公司费用增加从而导致营业利润减少事项与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无关。 

（5）熊灿、赵溪芮、熊婷、秦斌四人是否对一致行动人之间意见不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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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决策的方式作出约定； 

熊灿、赵溪芮、熊婷、秦斌四人已对一致行动人之间意见不一致时作出决策

的方式作出了约定，约定内容如下： 

《一致行动协议》 

“第一条 2．协议各方应当在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特别是提案权、表决权之

前进行充分的协商、沟通，以保证顺利做出一致行动的决定；必要时召开一致行

动人会议，促使协议各方达成采取一致行动的决定。 

3．协议各方同时作为公司的董事，在董事会相关决策过程中应当确保采取

一致行动，行使董事权利。 

4．协议各方应当确保按照达成一致行动决定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5．协议各方若不能就一致行动达成统一意见时，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第一项

执行。 

第三条 一致行动的特别约定 

1．若协议各方在公司经营管理等事项上就某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应当

按照持股多数原则作出一致行动的决定，协议各方应当严格按照该决定执行。” 

（6）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15 页对实际控制人之一秦斌 2011 年至 2014 年的

职业经历表述为“自由职业者”，而对其任职情况及职业经历的表述为“2010

年 9月至 2019 年 2月，任成都安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3年 9月至今，任成

都义和广告有限公司监事”，申报文件对秦斌的职业经历表述是否合理。 

经 问 询 秦 斌 本 人 及 查 询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homepage.html），2011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4

年 4 月 9 日期间，秦斌个人经营双流县隆鑫建材经营部，该经营部已于 2014 年

4 月 9 日注销。《公开转让说明书》实际控制人秦斌“任职情况”部分披露的是

秦斌现任公司包括兼职公司的职务情况，“职业经历”部分披露包括曾经的任职

情况和现在任职情况。申报文件中对秦斌职业经历部分进行补充披露。 

序号 4 
姓名 秦斌 

国家或地区 中国 

性别 男 

年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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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拥有境外居留权 
否 

  

学历 高中 

任职情况 

2013 年 9 月至今，任成都义和广告有限公司监事；2014
年 2 月至今，任四川省景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监；

2019 年 10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 

职业经历 

2010 年 9 月至 2019 年 2 月，任成都安远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2011 年至 2014 年，个人经营双流县隆鑫建材经

营部；2013 年 9 月至今，任成都义和广告有限公司监

事；2014 年 2 月至今，任四川省景茂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总监；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9 月，任成都市景茂成

德置业有限公司经理；2019 年 10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

董事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2）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是否导致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发生较大改变；（3）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1）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工商档案。 

2019年 10月，股份公司成立，公司选举董事会，赵溪芮和秦斌被选举为公

司董事，参与公司决策经营。赵溪芮为熊灿配偶；秦斌为熊婷配偶。2019 年 10

月至今，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熊灿和赵溪芮夫妇与熊婷和秦斌夫妇。 

变更前，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公司管理层为经理兼任执行董事为熊灿；监

事为熊婷；财务负责人为安琪。 

变更后，公司类型为股份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管理层增设了

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会共 5 名董事包括熊灿、赵溪芮、熊婷、

秦斌、何彦熹；监事会共 3 名监事（含职工监事 1 名）包括熊欢、雷银川、邓建

辉；公司高管 3 名：总经理为熊婷、董事会秘书为张玉兰、财务总监为安琪。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管理团队人员有所增加，是由于公司由有限公司整

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善公司治理，增设了董事会、监

事会、董事会秘书。管理团队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 

 5 



（2）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导致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发生较大改变； 

经核查《审计报告》和主要业务合同，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

人变更前后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均为住宅小区项目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并未发

生变化。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并未导致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发生变化。 

（3）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管理团队稳定、公司主营业务方向未发生变更、公

司业务收入未出现大幅下降，不会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律师回复】详见《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2、关于公司的历史沿革。2011 年 6 月公司第一次股权变更，股东熊灿将其

所持有的公司 32%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熊婷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 5月公司第二次股权变更，股东四川省景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 16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熊灿，将其所持有 1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熊婷。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并补充披露：（1）前述两次股权转让所履行的

具体内部决策程序；（2）前述两次股权转让对价支付情况及纳税义务履行情况；

（3）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17页对 2011年第一次股权变更熊婷转让的

情况表述为“同意熊婷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的股权即 20 万元转让给四川省景

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表述是否准确，是否表示此次股权转让中熊婷

转让股权的实际对价。如存在披露错误，请做出更改。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1）前述两次股

权转让所履行的具体内部决策程序的完备性；（2）前述两次股权转让对价的公

允性，是否实际支付；（3）公司对 2011 年第一次股权变更中对熊婷转让情况的

表述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公司回复】 

（1）关于公司的历史沿革。2011 年 6 月公司第一次股权变更，股东熊灿将

其所持有的公司 32%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熊婷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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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公司第二次股权变更，股东四川省景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

有 16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熊灿，将其所持有 1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熊婷。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并补充披露： 

（1）前述两次股权转让所履行的具体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两次股权转让都召开了股东会审议通过，并修订了公司章程。 

具体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情况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

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之（一）历史沿革”披露： 

“2、2011 年 6 月，第一次股权变更 

2011 年 6 月 13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熊灿将其

所持有的公司 32 万元出资额（即 32%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同意熊婷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 万元出资额（即 20%的股权）转让

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同日，股东签订变更后公司章程。  

2011 年 6 月 13 日，转让各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5、2017 年 5 月，第二次股权变更 

2017 年 5 月 17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四川省景

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 160 万元出资额（即公司 32%的股权）转让给熊

灿；股东四川省景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 100 万元出资额（即公司 20%

的股权）转让给熊婷。 

同日，股权转让各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股东签署变更后公司章程。” 

（2）前述两次股权转让对价支付情况及纳税义务履行情况； 

两次股权转让均未支付对价，2011 年、2017 年公司申报纳税仍处于累计亏

损状态，因此税务局在股权转让办理前并未核定转让价格，即在纳税层面可认定

为 0 对价。两次转让均为 0 对价，不涉及增值，因此无需缴纳股转转让所得税。

而且 2011 年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由熊灿、熊婷的父亲熊正宽和

母亲陈茂菊控制，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第十三条规定：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

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

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视为有正当理由。对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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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不需核定股权转让收入，企业不需要进行资产评估。 

（3）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17 页对 2011 年第一次股权变更熊婷转

让的情况表述为“同意熊婷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的股权即 20 万元转让给四川

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表述是否准确，是否表示此次股权转让

中熊婷转让股权的实际对价。如存在披露错误，请做出更改。 

此次表述应当是同意熊婷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的股权即 20 万元出资额转

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是表示为支付的转让股权的实际对

价。此处表述存在歧义，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相应部分进行修订： 

“2011 年 6 月 13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熊灿将其

所持有的公司 32 万元出资额（即 32%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同意熊婷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万元出资额（即 20%的股权）转让

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1）前述两次股

权转让所履行的具体内部决策程序的完备性；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工商档案、公司章程。前述两次股权转让，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要求已经召开了股东会审议，并得到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

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完备。 

（2）前述两次股权转让对价的公允性，是否实际支付；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工商档案，访谈了熊灿和熊婷，两次股权转让均未支付

对价，2011年、2017年公司申报纳税仍处于累计亏损状态，因此税务局在股权转

让办理前并未核定转让价格，即在纳税层面可认定为0对价。两次转让均为0对价，

不涉及增值，故前述两次股权转让对价公允，未实际支付。 

（3）公司对 2011 年第一次股权变更中对熊婷转让情况的表述是否真实、准

确、完整。 

主办券商查阅了 2011 年第一次股权变更时的工商档案（包括股东会决议、

股权转让协议），访谈了熊婷。本次股权变更表述应当是同意熊婷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 20%的股权即 2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不是表示为支付的转让股权的实际对价。此处表述存在歧义，公司已经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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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说明书》中相应部分进行修订： 

“2011 年 6 月 13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熊灿将其

所持有的公司 32 万元出资额（即 32%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同意熊婷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 万元出资额（即 20%的股权）转让

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修订后的关于2011年第一次股权变更中对熊婷转让情况的表述真实、

准确、完整。 

【律师回复】详见《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3、关于公司的外协。根据公司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将部分电梯维保、清洁

等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1）承包方开展业务需要取得的资质；（2）

外包服务的质量控制措施；（3）公司在业务环节中自行完成的具体工作；（4）

结合合同条款等补充披露外协业务的会计核算内容及其成本核算的具体依据、

时点和政策。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承包方与公司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2）公司对承包方是否存

有依赖；（3）需要取得自制的承包方是否已经取得相应的业务资质。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1）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32 页中 2018 年和 2019

年外协金额与第 114 页中保洁等外包服务费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2）外协成

本核算与相关收入的匹配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公司回复】 

关于公司的外协。根据公司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将部分电梯维保、清洁等

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1）承包方开展业务需要取得的资质； 

公司外包业务供应商中，日常清洁、保洁服务无需特殊资质，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资质许可已取消，电梯维保业务需获得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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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业务供应商已具备相关资质，具体资质情况如下： 

序号 业务承包商名称 外包业务类型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1 南通振兴电梯安装

有限公司 

电梯维保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修理许可证 

TS3332021-2020 

2 四川九森电梯工程

有限公司 

电梯维保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修理许可证 

TS3351364-2023 

3 四川众鑫电梯工程

有限公司 

电梯维保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维修许可证 

TS3351597-2021 

4 四川安信捷实业有

限公司 

电梯维保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维修许可证 

TS3351030-2020 

（2）外包服务的质量控制措施； 

公司外包服务的质量控制主要有：①公司签署的所有服务合同中均书面约定

了质量标准、检查措施、作业方式、违约责任等，通过合同条款对服务质量进行

约定并有效控制；②公司品质部负责对外包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把控，监督劳务外

包公司对工作人员进行岗前教育和培训，确保各类劳务人员必须经过岗前培训合

格后才能上岗从事相应的工作；③在日常业务开展过程中，公司会不定期进行现

场工作指导和服务质量检查，发现劳务人员存在违反操作规程影响外包业务质量

的行为，立即要求劳务外包公司进行更换；④公司定期对劳务外包公司提供服务

情况进行整体评价，确保外包业务的服务质量处于可控状态。 

（3）公司在业务环节中自行完成的具体工作； 

公司劳务外包业务主要为保洁服务、消防维护、电梯维保等，公司将此部分

用工量较大或专业性工作采用劳务外包形式，在有效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可

以降低公司人员管理成本，减少劳务纠纷风险。公司在外包业务环节中主要发挥

指导、监督、检查功能，公司上述业务采用劳务外包形式不会影响公司相关业务

质量，不会对公司产生经营风险。 

（4）结合合同条款等补充披露外协业务的会计核算内容及其成本核算的具

体依据、时点和政策。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

的有关情况”之“（二）营业成本分析”之“1、成本归集、分配、结转方法”中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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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外协业务的会计核算内容及成本核算的具体依据、时点和政策如下：“公司

采购服务具体内容包括保洁服务、消防维护、电梯维保等，上述外包劳务通常

会每年签订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提供劳务的具体内容以及考核方法，外包

保洁服务按月或按季度支付款项，每月确认公司成本，其他维保服务或按次或

按服务期间确认成本。以保洁服务采购为例，每月保洁服务供应商会将本月提

供的服务单据（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值班签到表，服务现场照片等）提交公司各

楼盘项目物业服务中心审核，公司项目人员审核通过后传递至公司财务作为成

本入账依据。其他消防维护、电梯维保等均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周期按次或按服

务期间确认成本。”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1）承包方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 

经核查外包公司工商信息，实地走访部分供应商，查阅公司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关系调查表，并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承包方与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公司对承包方是否存有依赖； 

公司行政人事部及品质部负责牵头组织选取合作的劳务外包公司，并根据劳

务外包方案及相关要求对合格外包服务供应商进行比选；公司在确定可选取外包

服务供应商后，行政人事部、品质部部门负责人会同公司主管领导与其进行价格

谈判，劳务外包价格结合公司外包业务范围及工作量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公

司外包业务对相关人员的工作技能要求不高，无人员资质方面的特殊要求，市场

上符合条件的劳务外包公司数量较多，属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公司能够在市场上

方便地寻找到替代劳务外包公司，公司对劳务外包公司不存在重大依赖。 

（3）需要取得资质的承包方是否已经取得相应的业务资质。 

主办券商经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查询承包方提供的业务资质证书，

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未对从事保洁业务所需资质/许可有强制

性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

见》，取消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许可，取消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

评估机构资质许可制度，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后即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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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电梯的维护保养应当由电梯制造单位或

者依法取得许可的安装、改造、修理单位进行。 

公司外包业务供应商中，日常清洁、保洁服务无需特殊资质，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资质许可已取消，电梯维保业务需获得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证。公司

外包业务供应商已具备相关资质，具体资质情况如下： 

序号 业务承包商名称 外包业务类型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1 南通振兴电梯安装

有限公司 

电梯维保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修理许可证 

TS3332021-2020 

2 四川九森电梯工程

有限公司 

电梯维保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修理许可证 

TS3351364-2023 

3 四川众鑫电梯工程

有限公司 

电梯维保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维修许可证 

TS3351597-2021 

4 四川安信捷实业有

限公司 

电梯维保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维修许可证 

TS3351030-2020 

因此，公司劳务外包业务中需要取得资质的承包方均已取得相应的业务资质。 

【律师回复】详见《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1）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32 页中 2018 年和 2019

年外协金额与第 114 页中保洁等外包服务费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32 页中披露的 2018 年外协金额为 222.09 万元、2019 年

外协金额为 199.84 万元，该金额为公司向主要供应商支付的外协采购费用。 

公转书第 114 页披露的 2018 年保洁等外包服务费为 2,368,341.53 元、2019

年保洁等外包服务费为 2,256,113.06 元，该金额为公司 2018 年、2019 年支付的

所有保洁等外包服务费。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二、内部组织结构及

业务流程”之“（二）主要业务流程”之“2、外协或外包情况”补充披露公司

2018 年、2019 年所有外协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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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外协（或

外包）厂

商名称 

外协（或

外包）厂

商与公

司、股

东、董监

高关联

关系 

外协

（或

外包）

定价

机制 

外协（或外包）成本及其占同类业

务环节成本比重 
对外协

（或外

包）的

质量控

制措施 

是否

对外

协（或

外包）

厂商

存在

依赖 

2019年

度 

占当

年同

类业

务成

本比

重（%） 

2018

年度

（万

元） 

占当

年同

类业

务成

本比

重（%） 

1 

成都弘源

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59.16 5.65 

70.46 6.86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否 

2 

成都蓉欣

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99.18 9.47 

95.92 9.34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否 

3 

成都旭禾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9.02 0.86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否 

4 

成都富斌

消防工程

有限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5.03 0.48 

24.06 2.34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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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5 

南通振兴

电梯安装

有限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16.79 1.60 

5.44 0.53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否 

6 

四川九森

电梯工程

有限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15.69 1.50 

8.98 0.87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否 

7 

成都高福

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22.67 2.21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否 

8 

四川良和

消防工程

有限责任

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8.22 0.78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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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9 

四川兴东

源建设工

程有限公

司 

无 平 等

协商 

  

1.35 0.13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否 

10 

四川众鑫

电梯工程

有限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7.15 0.68 

6.26 0.61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否 

11 

四川成安

消防工程

有限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1.70 0.17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否 

12 

四川安信

捷实业有

限公司 

无 平 等

协商 

5.38 0.51 

  明确外

包厂商

的服务

内容与

责任；

现场监

督服务

质量；

定期检

查 

否 

合

计 
- - - 225.62 - 

236.8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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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回复】 

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于四川景灿物

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的回复。 

（2）外协成本核算与相关收入的匹配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针对外协成本核算与相关收入的匹配性，主办券商执行以下核查程序： 

①获取并检查主要外协合同，包括保洁、消防维护及电梯维保等主要外协内

容的合同； 

②针对报告期内每年的外协采购进行抽样细节测试，检查采购合同、记账凭

证、发票与付款水单等，确认外协成本核算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③主办券商针对公司营业收入与整体成本的配比进行分析性复核，对比同行

业挂牌公司的毛利率情况，公司 2019 年和 2018 年的毛利率分别为 23.09%和

20.69%，报告期内的毛利率在同行业中处于中游，但总体差异不大。公司的物业

服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住宅物业服务，而该类物业服务行业毛利率主要取决于所服

务楼盘所处地域，既决定物业服务费单价同时亦影响人力成本。公司目前的在管

项目主要位于成都市且为非市中心地段，物业服务费收取标准偏低，盈利能力处

于同行业中游，公司能够获取行业平均利润，收入与成本配比合理。 

公司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申请挂牌公司 23.09 20.69 

索克物业（832816） 24.45 21.29 

客都股份(871589) 7.93 17.32 

实力物业（872548） 17.12 19.47 

华仁物业（832319） 23.97 20.83 

津万事兴（873186） 26.71 21.15 

福强股份（838474） 26.00 23.43 

中都物业（872955） 18.38 24.83 

平均值 20.65 21.19 

针对外协成本，由于不同物业公司选择外协的板块不同，导致外协成本占总

成本的比重会存在较大差异，主办券商对比部分同行业已挂牌公司外协成本占营

业成本的比重，与行业均值较为接近，具体如下： 
外协成本/营业成本 2017/2018.1-9/2019 2016/2017/2018 
鸿坤物业 26.48%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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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新城 13.69% 14.08% 
荣鑫物业 32.41% 29.49% 
赢时物业 42.06% 3.13% 
平均值 28.66% 18.75% 
景灿股份 21.53% 23.06% 

因此，公司的外协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重符合行业整体特点，且整体营业毛

利也在行业中游水平，因此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景灿股份的外协成本与营业收

入是匹配的。 

④同时，物业服务行业进行外协已是业内常态，根据公司所处地域及规模不

同，外协的内容也有所不同，通常物业服务所涉及的主要服务板块包括安保、保

洁、绿化、电梯维保、消防维护与日常基础物业服务等，北方地区还涉及供暖，

不同的物业公司会选择其中不同的服务板块进行外协。主办券商选取部分同行业

挂牌公司外协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景灿股份的外协成本占比符合行业惯

例。 

二、针对外协成本核算与相关收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主办

券商执行如下核查程序： 

①获取公司具体收入确认原则与依据并与已挂牌可比公司进行比较： 

收入确认原则与依据：公司物业服务收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物业管理服务

收入，即本公司向业主提供的各项常规管理等物业管理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在相

关业主的物业管理服务的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的前提条件下，依据业

主的房屋面积乘以每平方•每月的单价乘以物业管理期间或物业管理期间乘以车

位每月单价用以确定物业管理服务收入，以每月会计报表月末节点或物业管理服

务终止时点熟早为收入确认时点；第二类为零星物业服务收入，即本公司向客户

收取的装修管理费服务等服务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 

其他已挂牌可比公司的收入确认情况如下： 

挂牌公司 收入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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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万事兴 

（1）物业管理收入和供暖服务收入 

物业管理收入和供暖服务收入确认原则为权责发生制。在物业管理服务和供暖服

务已提供且相关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公司、相关成本能可靠的计量时，按签订的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和供暖合同约定的价格在服务期限内分期确认收入。 

（2）停车费收入 

停车费收入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签订停车服务合同的停车费按照停车服务合

同标准，按月计算确认收入，临时停车费在发生时确认收入。 

（3）物业出租收入 

物业出租按照与承租方签定的合同约定方法按期确认物业出租收入的实现和计

量。 

（4）其他多种经营收入 

其他物业经营收入包括维修服务费、代收代缴业务服务费、垃圾清运费。主要为

临时性有偿服务费，在发生时确认收入。 

金新城 

物业管理服务按合同约定，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在各月末根据服务期间确认收

入，主要包括：常规物管项目，通过承接不同的物业管理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分

期收取物业管理费及车位服务费等；根据自身丰富的物业管理经验，为地产提供

现场安全管理、销售活动支持等前期配合服务，按合同约定分期结算确认。 

物业增值服务是有别于物业管理服务以外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有偿服务，包括为

业主提供的保洁服务、物业管理咨询费等，按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或时点，分期

或服务完成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利息收入主要系公司将自有资金拆借给关联方而按合同约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按实际资金占用期限和合同约定的利率分期确认。 

荣鑫物业 

公司收入分为物业费收入、停车费收入、电梯费收入等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经营

性收入，收入的具体确认原则和方法为： 

（1）物业费收入及电梯费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根据物业合同，按照约定的

收费标准按月计算确认收入； 

（2）停车费收入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签订停车服务合同的停车费按照停车

服务合同标准，按月计算确认收入，临时停车费在发生时确认收入。 

（3）其他物业经营收入包括特约维修服务费、工本费、便民服务费、家政服务

费、代收代缴业务服务费、垃圾清运费。主要为临时性有偿服务费，在发生时确

认收入。 

田森股份 

公司收入主要为日常物业服务收入、其他物业服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等。公司

日常物业服务收入主要为提供物业服务的劳务收入，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

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物业服务合同按权责发生制（已提供服务期间占

总服务期间的比例）确认收入。 

其他物业服务为公司提供物业相关其他服务时取得的收入，主要为装修管理收入

及其他停车费等增值服务收入，通常按合同约定的时点确认收入。 

赢时物业 

公司收入主要分为综合物业服务收入、营销配合服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其中，

综合物业服务收入确认原则为：公司物业管理收入在物业管理服务已提供，且与

物业管理服务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根据物业服务合同按权责发生

制（已提供服务期间占总服务期间的比例）确认收入。营销配合服务收入在提供

服务后，根据签订合同约定的时点确认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为租金、电费收入，

按照合同约定在提供服务的期限内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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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收入确认情况，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为日常物业

管理服务与其他零星物业服务收入，均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情况一致。公司的收入确认数据来源依据于“易软系统”，系统设置为每

月按服务面积与单价结转收入，同时，项目组进行了收入截止性测试，确认报告

期内公司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②获取公司成本核算的原则与依据：报告期内，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成

本主要由人工成本、外包成本及折旧摊销构成。人工成本为各项目中心人员的工

资、奖金、社会保险及福利费等；外包成本包括电梯维保以及全部物业的保洁服

务外包服务等费用；日常费用包括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折旧摊销费等。公司以

各物业项目为核算单位，每个项目配备物业服务人员，在实施服务过程中所发生

的与物业项目相关的各项成本直接计入相关项目营业成本，并按月结转当期损益。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的外协成本核算与相关收入匹配，公

司收入确认与成本费用归集分配和结转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会计师回复】 

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于四川景灿物

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的回复。 

4、关于报告期内公司的涉诉情况。根据尽职调查文件中的记载，报告期内

公司涉及三起诉讼，其中两起已经审结，两起审结案件均与“公司未尽到管理

义务”有关。根据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122 页中的表述，2019 年度公司亏损

的原因之一是诉讼赔偿。 

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两起审结诉讼的具体情况，并说明以下事项：（1）

在审案件的进展情况；（2）公司相关业务制度的订立情况及日常执行情况。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杨宏伟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公司被申请强制执行，

公司是否存在消极履行司法判决的情形；（2）公司相关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完备，

是否满足日常业务开展的要求。 

回复： 

【公司回复】 

关于报告期内公司的涉诉情况。根据尽职调查文件中的记载，报告期内公司

涉及三起诉讼，其中两起已经审结，两起审结案件均与“公司未尽到管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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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根据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122 页中的表述，2019年度公司亏损的原因

之一是诉讼赔偿。 

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两起审结诉讼的具体情况，并说明以下事项：（1）

在审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之十、重要事项之（二）提请投资者

关注的或有事项之 1、诉讼、仲裁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两起审结诉讼具体情

况。 

类型（诉讼或仲裁）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四川景灿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杨宏伟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 

公 司 合 计 支 出

193,815.95元 

二审终结 公司已按终审判决文

书执行完毕，对公司

业务无影响 

王国凤、邓毅泼洒洗

衣液导致许文容跌倒

受伤侵权责任赔偿案

件 

公 司 赔 偿 许 文 容

21,394.11元 

二审终结 公司已按终审判决文

书执行完毕，对公司

业务无影响 

赵树平与四川景灿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不明

抛掷物、坠落物损害

责任纠纷 

大约 1000 元 一审终结，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二审审理

中 

原告请求的医疗费、

误工费等各项费用总

额为 345976.61 元，

本案被告共 403 户。

一审终结，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二审审理

中。法官对本案认定

无法擅自揣测，公司

应承担责任大小、金

额无法判定，最终责

任认定及赔偿金额应

以法院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内容为准，但不

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

成重大影响。 

公司再审案件进展情况如下：目前，2020 年 3 月 20 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

法院下发（2017）川 0116 民初 5021 号《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驳

回原告赵树平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请上诉，目前正在二审审判阶段。 

（2）公司相关业务制度的订立情况及日常执行情况。 

公司设置了多个业务部门，分管业务各个环节，具体包括行政人事部、品质

部、财务部、物业服务中心（工程维护部、客户服务部、秩序维护部、环境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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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另外公司还相应制定了《物业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安保服务管理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物业管理业务外包管理办法》

等业务管理制度。其中，《物业服务质量管理制度》详细规定了公司检查服务质

量的方式和流程、质量整改及考核办法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详细规定了公

司安全生产工作例会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知识教育培训制度、防火巡

查检查制度、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消防控制中心管理制度、消防设施器材维

护制度、安全生产工程考评与奖惩制度等内容；《安保服务管理制度》详细规定

了门岗、巡逻员、保安员等各类安保服务工作人员的服务操作基本要求、流程、

细则等；《保安员管理制度》详细规定了公司安保人员的工作纪律及奖惩制度；

《物业管理业务外包管理办法》则详细规定了公司遴选和考评外包业务承包方的

标准及流程。公司日常经营中严格按照上述各项制度执行。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四川景灿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杨宏伟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公司被申请强制执

行，公司是否存在消极履行司法判决的情形； 

“四川景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杨宏伟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系因

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景茂名都小区业主因监护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

子女失职，致使未成年人坠楼致死，公司作为小区物业管理企业被列为被告之一，

一审、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公司作为物业管理企业未尽到物业管理义务，因此承担

30%的赔偿责任，向受害未成年人父母支付赔偿款 188,017.76元。 

主办券商查阅了相关裁判文书，询问了公司管理层、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h

ttp://wenshu.court.gov.cn）。2019 年 1 月 23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

(2018)川 01 民终 11738 号《四川景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杨宏伟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要求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宏伟、

钟艳平支付赔偿款。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回单，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向双流

县人民法院支付赔偿款 188,017.76 元，案件受理费 1,712.1 元，执行款 2,746 元。 

公司出具说明：“本案审理阶段，公司均积极配合法院现场查勘等调查工作，

《二审民事判决书》作出及送达公司之时，因当时正值农历年年关，公司上下都

在各服务小区筹备春节业务答谢活动等，相关工作人员一时疏忽贻误财务请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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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此未能在判决书确定的时限内支付赔偿款、案件受理费等费用。但是，公

司自收到双流县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电话告知公司因本案被申请执行后，即立刻

加快款项支付的审签及付款流程，及时、全额向双流县人民法院支付全部款项。

本案被申请强制执行系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公司不存在不履行生效判决书所确

定的义务主观故意，无消极履行司法判决情况。”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系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未及时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被申请强制执行后即立即履行且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因此公

司迟延履行司法判决系因过失导致，不存在主观故意地消极履行司法判决的情形。 

（2）公司相关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完备，是否满足日常业务开展的要求。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设置了多个业务部门，分管业务各个环节，具体

包括行政人事部、品质部、财务部、物业服务中心（工程维护部、客户服务部、

秩序维护部、环境绿化部），另外公司还相应制定了《物业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保服务管理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物业

管理业务外包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制度。其中，《物业服务质量管理制度》详

细规定了公司检查服务质量的方式和流程、质量整改及考核办法等；《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详细规定了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例会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知

识教育培训制度、防火巡查检查制度、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消防控制中心管

理制度、消防设施器材维护制度、安全生产工程考评与奖惩制度等内容；《安保

服务管理制度》详细规定了门岗、巡逻员、保安员等各类安保服务工作人员的服

务操作基本要求、流程、细则等；《保安员管理制度》详细规定了公司安保人员

的工作纪律及奖惩制度；《物业管理业务外包管理办法》则详细规定了公司遴选

和考评外包业务承包方的标准及流程；另外，公司已取得《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

备案证》。公司相关业务管理制度完备,可以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的要求。 

【律师回复】详见《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5、关于公司的担保。根据公司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熊灿以个人

名义先后分期付款购置汽车两辆，涉及金额 162 万元，汽车所有权为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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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1）购置汽车的原因、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

（2）公司提供担保所履行的具体内部决策程序；（3）公司对相关资产制定的管

理制度；（4）相关担保的余额，被担保方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下列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1）实际控制人

购置的两辆汽车与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具备关联性，公司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占

用公司资产的情形；（2）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是否

完备，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第十六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3）结合自身及被担保方的资产负债等财务情况说明

该等担保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4）公司是否符合“公司治

理规范”、“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回复： 

【公司回复】 

关于公司的担保。根据公司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熊灿以个人名

义先后分期付款购置汽车两辆，涉及金额 162 万元，汽车所有权为公司所有并

由公司提供担保。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1）购置汽车的原因、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 

主要为公司拓展新的业务来源。目前公司在绵阳、西双版纳等地均有潜在业

务资源，因此有用车需求且对车辆性能要求较高。 

（2）公司提供担保所履行的具体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车辆并非由股东购买，而是公司购买，合同、发票、收付款均为公司

办理，但在办理车贷时基于银行要求不办理公司贷款，需要以股东个人名义方可

办理，因此造成公司购买车辆，但是由公司股东贷款的情况。同时，办理车贷时

需要将车辆抵押给贷款银行，从而形成表面上公司以其资产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

形，但实质上是公司以自有资产为自身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事项发生时，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且公司认为上

述事项不属于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因此上述事项发生时未履行审议程序。

其后，2019年 9月，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追认了上述关联担保。 

（3）公司对相关资产制定的管理制度； 

公司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由业务部门填制“固定资产申购单”申请采

 23 



购，经会签至总经理后由公司对公账户付款购买。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

司使用贷款购买车辆，而贷款银行的车贷只对自然人进行放款，因此使用股东熊

灿的名义进行车辆贷款办理，公司每月还款给熊灿，并不违背公司的固定资产管

理制度。针对购买的车辆使用有相应的规章管理，需使用部门提出用车申请，经

部门负责人审批后方可使用，用车申请需填写目的地及使用目的等。综上，公司

针对固定资产购买及使用均制定了管理制度且按制度执行。 

（4）相关担保的余额，被担保方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 

①担保余额：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公司购买的车辆的担保余额合计

968,333.33 元。 

②被担保方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车辆为公司购买并使用，自购买合同签

订至首付款支付均由公司进行，仅在贷款环节由于银行限制而使用股东熊灿个人

进行车辆贷款，贷款同时需要对车辆办理抵押，从而形成公司以自身购买的车辆

为股东贷款进行抵押担保的情形，贷款的还款义务仍由公司承担。截至目前，每

月的车贷还款均由公司转账至熊灿为车贷专门办理的信用卡内，未出现需要被担

保方自行垫付费用的情况。若未来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现金短缺无法及时支付贷

款，被担保方熊灿个人也有能力代公司偿还。 

公司股东熊灿在外有较多的投资，如参股成都开商汇蓉实业有限公司、成都

天励置业有限公司、四川省蜀新建筑工程公司，控股四川省景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均为房地产及建筑工程相关行业，投资回报率较高。且熊灿个人的征信报告

显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其信用卡额度为 27.39 万元，有多笔银行贷款和

多张信用卡，均未有逾期且额度较高，个人财力较为雄厚，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

良好。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下列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1）实际控制人购

置的两辆汽车与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具备关联性，公司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占用

公司资产的情形； 

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管理层，查阅了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公司主营业务为物

业管理，目前管理项目主要集中在成都地区，为了公司长远发展，上述车辆购置

主要为公司拓展新的业务来源。目前公司在绵阳、西双版纳等地均有潜在业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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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公司业务上用车需求且对车辆性能要求较高。故公司购置两辆汽车与公司业

务开展有关联性。 

公司使用贷款购买车辆，而贷款银行的车贷只对自然人进行放款，因此使用

股东熊灿的名义进行车辆贷款办理，公司每月还款给熊灿，并不违背公司的固定

资产管理制度。针对购买的车辆使用有相应的规章管理，需使用部门提出用车申

请，经部门负责人审批后方可使用，用车申请需填写目的地及使用目的等。 

公司股东熊灿、熊婷承诺，公司购买的车辆均为公司业务发展使用，不会

“公车私用”；未来若出现占用公司资源的情况或有其他股东对此提出异议，股

东熊灿、熊婷将用自身资金继续归还银行贷款并退回公司支付的购车首付款。 

综上，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产的情况。 

（2）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是否完备，是否符合

《公司章程》《公司法》第十六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之规定； 

《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

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

四条 公众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者转移

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公众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不得实施侵占公司资产、利益输送等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行为。未经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公众公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上述车辆并非由股东购买，而是公司购买，合同、发票、收付款均为公司

办理，但在办理车贷时基于银行要求不办理公司贷款，需要以股东个人名义方可

办理，因此造成公司购买车辆，但是由公司股东贷款的情况。同时，办理车贷时

需要将车辆抵押给贷款银行，从而形成表面上公司以其资产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

形，但实质上是公司以自有资产为自身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股东熊灿、熊婷承诺，公司购买的车辆均为公司业务发展使用，不会

“公车私用”；未来若出现占用公司资源的情况或有其他股东对此提出异议，股

东熊灿、熊婷将用自身资金继续归还银行贷款并退回公司支付的购车首付款。 

上述事项发生时，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且公司认为上

述事项不属于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因此上述事项发生时未按照《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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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之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其后，2019 年 9 月，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追认

了上述关联担保。 

主办券商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发生时，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且不属于公众

公告，治理机制不健全，因此上述事项发生时未按照《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

履行决策程序。但 2019 年 9 月，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追认了上述关联担保，且

公司股东承诺不会“公车私用”，未来若出现占用公司资源的情况或有其他股东

对此提出异议，股东熊灿、熊婷将用自身资金继续归还银行贷款并退回公司支付

的购车首付款，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产情况。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

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完备，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第十六条、《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 

（3）结合自身及被担保方的资产负债等财务情况说明该等担保是否对公司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为 67.84%，资产负债率较高

主要是由于预收账款及其他应付关联方款项，预收账款对公司的偿债能力有积极

影响，而应付关联方借款并无利息且无强制性偿还时间要求，若剔除上述因素影

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仅为 21.72%，公司长期偿债压力很小，偿债能力较强。 

同时，主办券商通过核查被担保方熊灿的对外投资及个人信用报告确认其个

人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 

车辆贷款每月需还款 5.1 万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为 674.12 万元，车贷偿还对于公司及被担保方熊灿均不构成压力。车辆为公司

购买，所有权在公司名下，因办理车贷时银行要求个人用信用卡办理，因此实际

控制人为公司购买车辆向银行借款，同时将车辆抵押给贷款银行。上述事项本质

上仍为公司因自购车辆贷款而将车辆抵押，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任何不利

影响。 

（4）公司是否符合“公司治理规范”、“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

力”的挂牌条件。 

第一，公司治理情况 

景灿有限设立之初，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起了公司治

理的基本架构，设立了股东会、执行董事和经理、监事。有限责任公司在实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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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程中，基本能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运作，就增加注

册资本、股权转让、整体变更等重大事项召开股东会进行决议。 

股份公司成立后已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制订了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以规范公司的管理和运作。 

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和各项内部管理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董事会秘书各司其职，认真行使各自的权力和履行各自的义务。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定程序，各项经营决策也都按公司《章程》

和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履行了法定程序，合法有效，保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健康

发展。 

因此，公司符合“公司治理规范”的挂牌条件。 

第二，合法规范经营情况 

根据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公司的确认，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

在违反工商、税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未受到行政处罚、重大违法违规或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和

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不存在最近 24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

末不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

资源的情形。 

因此，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第三，持续经营能力情况 

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

报告》，2019 年和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3,623,269.54 元和

12,951,067.46 元，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 1,000 万元；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为 500.00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08 元，每股净

资产不低于 1 元/股；报告期内 2019 年和 2018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3,623,269.54 元和 12,951,067.46 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均为 100%，主营业务

明确。公司主营业务稳定、收入可持续、具有持续经营记录，不存在《中国注册

 27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所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

事项。 

综上，公司满足“公司治理规范”、“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的挂牌条件。 

【律师回复】详见《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6、关于公司的招投标情况。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住

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应合同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名称、客户名称、

关联关系、合同金额、签署时间、履行情况、运营期限、成本回收情况等。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报告期内公司是

否存在出借资质或借用资质参与招投标、协助围标的情形；（2）报告期内公司

重大合同中六个销售合同客户均为关联方，相关合同的招投标程序是否真实履

行，公司在承揽业务时是否存在违反《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回复： 

【公司回复】 

关于公司的招投标情况。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住宅

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应合同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名称、客户名称、

关联关系、合同金额、签署时间、履行情况、运营期限、成本回收情况等。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情况”之“（六）报告期内对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

之“6、其他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序

号 
合同名称 

客户名

称 

关联关

系 

合同金

额 

签署时

间 

履行情

况 

运营期限 成本回

收情况 

1 物业服务合

同（景茂·城

果） 

成都天

励置业

有限公

司 

关联方 住

宅:1.80 

元 /㎡ /

月 ；商

业:3.00 

元 /㎡ /

2012.9 履行完

毕 

2012.9.31

至业主委

员会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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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景

茂·名都东

郡一期） 

成都市

景发投

资有限

公司 

关联方 住

宅:1.80 

元 /㎡ /

月 

2014.5 正在履

行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业主委员

会成立 

- 

3 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景

茂·名都东

郡二期） 

成都市

景发投

资有限

公司 

关联方 住

宅:1.80 

元 /㎡ /

月 ；商

业:3.00 

元 /㎡ /

月 

2014.12 正在履

行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业主委员

会成立 

- 

4 前期物业服

务协议（景

茂 雍 水

岸·郦府） 

成都市

景茂成

德置业

有限公

司 

关联方 住

宅:1.80 

元 /㎡ /

月 ；商

业:3.00 

元 /㎡ /

月 

2016.12 正在履

行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业主委员

会成立 

- 

5 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景

茂 · 雍 水

岸） 

成都市

景茂时

代投资

有限公

司 

关联方 住

宅:1.80 

元 /㎡ /

月 ；商

业:3.00 

元 /㎡ /

月 

2015.4 正在履

行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业主委员

会成立 

- 

6 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景

茂·名都） 

四川鑫

龙实业

发展有

限公司 

关联方 住

宅:1.60 

元 /㎡ /

月 ；商

业:3.00 

元 /㎡ /

月 

2012.11 正在履

行 

2012年 12

月 5 日至

业主委员

会成立 

- 

上述合同为公司经过招投标程序后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公司主要为住宅小区项目提供物业服务并收取物业服务费，不涉及投资成

本回收情况。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报告期内公司是

否存在出借资质或借用资质参与招投标、协助围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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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经核查公司所获得的资质、许可等证明材料；访谈公司管理层；查

阅参与投标项目的招标通知、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中标后签署的合同，未发

现公司存在出借资质或借用资质参与招投标、协助围标的情形。 

同时，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中华人民

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网站（http://www.mohurd.gov.cn），无公司因出借资质

或借用资质参与招投标、协助围标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机关处罚或引起诉讼

的记录。 

综上所述，公司严格按照相关业务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经营，并依

照其业务资质、许可核准的范围开展业务，不存在出借资质或借用资质参与招投

标、协助围标的情形。 

（2）报告期内公司重大合同中六个销售合同客户均为关联方，相关合同的

招投标程序是否真实履行，公司在承揽业务时是否存在违反《物业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在管项目五个，其中景茂城果项目已与业主委员会签订物业服

务合同，其他在管项目业主大会尚未成立。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建设单位按照房地产开

发与物业管理相分离的原则，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

业。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

企业；投标人少于 3个或者住宅规模较小的，经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公司严格按照上述规定，通过参与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投标取得相关业务。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司重大合同，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对公司重要客户

进行走访，查阅公司报告期内重大合同相关招标公告、投标文件及中标通知，查

阅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对公司报告期内取得项目、签订合同的途径和

方式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核查。公司获取项目方式为招投标，公司主要通过投标信

息发布平台、接收邀请形式获取项目信息，根据客户方的要求组织编制标书进行

投标或接受客户邀请制定投标文件后与客户方签订合同。公司业务真实履行招投

标程序，取得项目、签订合同的途径和方式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公司严格按照规定通过参与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取得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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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履行招投标程序，取得项目、签订合同的途径和方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

《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律师回复】详见《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7、关于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规模较小，2019 年度亏损，2018 年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为负。请公司分析并补充披露：（1）物业服务项目来源，现有服

务项目的稳定性，2019 年度亏损，2018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

针对盈利能力较弱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有效性；（2）是否存在资金短缺风险和偿

债风险；（3）结合市场行情、上下游行业情况、经营管理能力、公司核心竞争

要素及核心竞争力、资金筹资能力、市场拓展情况、获取现金能力、期后合同

签订情况、期后收入、净利润、现金流情况等分析论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对公司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

力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回复】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规模较小，2019 年度亏损，2018 年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为负。请公司分析并补充披露：（1）物业服务项目来源，现有服务项

目的稳定性，2019 年度亏损，2018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针对

盈利能力较弱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有效性；（2）是否存在资金短缺风险和偿债风

险；（3）结合市场行情、上下游行业情况、经营管理能力、公司核心竞争要素

及核心竞争力、资金筹资能力、市场拓展情况、获取现金能力、期后合同签订

情况、期后收入、净利润、现金流情况等分析论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

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指标分析”之“（五）其他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①物业

服务项目来源及服务项目的稳定性：公司目前管理的物业项目全部来自于关联

方，符合行业发展现状，且未来仍持续有来源于关联方的物管项目。随着公司

规模不断扩大，行业经验以及管理经验等更为丰富后，可计划参与外部的物业

公司招标获取外部项目。公司的业务来源虽然来自于关联方，但后期服务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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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业主，且与关联方签订的长期物业服务合同直至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目前

公司业务发展依赖于关联方，但目前行业情况基本如此，是有利于公司业务持

续经营发展的。目前公司也正在通过积累的口碑和影响力积极拓展外部项目，

促进公司管理项目来源的多样性以及业务的多元化，进一步强化独立的市场开

发能力。 

通过长期的市场实践，目前我国物业管理服务形成了由前期关联方房地产

开发商主要带入的局面，市场的经验表明物业服务企业与开发商所属同一集团

体系内，有利于业主后期面临房屋的保修、维护需求，社区公共部分改造升级

等事项时与具体责任方的沟通交涉等，所以公司目前的经营模式也采取了行业

内通行的做法。同行业已挂牌公司业务来源于关联方的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 接管物业来源于关联方的比例 

鸿坤物业 92.36% 

金新城 100% 

津万事兴 100% 

荣鑫物业 100% 

实力物业 78.02% 

田森股份 99.31% 

赢时物业 100% 

根据物业行业特性，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朝夕相处，与客户的粘度较高，

若非物业服务出现重大过失、物业基础设备设施或物业服务无法正常运行、影

响业主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等情况，业主一般不会主动考虑更换物业服务企业。

同时，更换物业公司会造成交接期内秩序混乱，对业主生产生活造成严重不利

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和现有客户的合作关系总体而言是稳定及可持续的，公

司客户粘性较好。未来公司也将不断改进和完善服务、管理体系，实现精细化

的客户经营，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增强客户黏性，提升公司品

牌价值。 

②2019 年度亏损的原因：2019 年全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经营业绩向好。

之所以出现亏损是由于公司新三板挂牌事项支付各中介机构费用 62.9万元且因

诉讼赔偿约 23 万元，因此导致 2019 年亏损。 

③2018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2018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

礼流入略小于支出，主要是由于公司客户基本为个人业主，物业费收取难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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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2018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高，导致 2018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略小于当年的营业收入，从而造成 2018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④盈利能力较弱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有效性：公司 2019 年的亏损状态只是暂

时的，原因在于：第一、公司的营业收入与毛利率均呈增长态势，且 2020 年会

有新增在管项目，公司经营情况实际向好；第二，公司虽然由于新三板挂牌事

项支付较多中介机构费用，但挂牌成功后即可获取市区两级补贴 150 万元，足

以弥补各中介机构费用且有盈余。第三，导致 2019 年亏损的因诉讼支付的赔偿

为非经常性损益，不会持续发生。因此，公司的亏损状态不会持续，未弥补亏

损将不会进一步扩大。此外，由于公司在 2019年采取多种措施催收物业费，2019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已为正。 

但公司的收入与利润规模仍较小，为此公司采取如下措施进一步提升公司

业务规模：第一、公司单个项目盈利能力有限，因此扩大规模仍需承接更多的

在管项目，2020 年第一季度新增景茂誉府在管项目，2020 年的营业收入预计将

稳步上升。第二、加强人员培训，提升服务质量，拓展服务范围，目前在管小

区的入住率提高或购买车位的业主增加会可进一步转化为收入，同时有利于物

业费的收取，改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第三、明确员工岗位职责和奖惩制度，

避免因工作失误给公司造成诉讼赔偿损失。公司采取的上述措施目前已取得一

定成效，2020 年第一季度疫情期间公司仍实现盈利，公司经营情况持续向好。 

（2）是否存在资金短缺风险和偿债风险；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

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指标分析”之“（五）其他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819.57 万元，2020 年第一季度因受

疫情影响，公司物业费收取较少，从而导致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货币资金有所

下降，但仍有 674.12万元，公司不存在资金短缺的风险。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为 67.84%，资产负债率较高

主要是由于预收账款及其他应付关联方款项，预收账款对公司的偿债能力有积

极影响，而应付关联方借款并无利息且无强制性偿还时间要求，若剔除上述因

素影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仅为 21.72%，公司长期偿债压力很小，偿债能力较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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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为 1.28，流动比率低于一般

的安全指标 2 仍是由于公司预收款项及应付关联方借款金额较大导致的，若剔

除上述因素影响，公司的流动比率为 3.12，高于一般的安全指标，短期偿债压

力很小。 

综上所述，公司长短期偿债压力均很小，不存在偿债风险。” 

（3）结合市场行情、上下游行业情况、经营管理能力、公司核心竞争要素

及核心竞争力、资金筹资能力、市场拓展情况、获取现金能力、期后合同签订

情况、期后收入、净利润、现金流情况等分析论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八、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中补充披露如下： 

“（1）良好的市场前景 

①国家政策对物业管理行业的持续支持 

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共享经济等领域培育新增长

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利好政策、

技术进步、消费升级和资本的拉动下,物业管理行业加速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

物业服务企业在完成传统物业服务的基础上,使得物业管理在城市社会管理、公

众资产管理、社区综合治理、经济发展、吸纳就业及满足人民对美好居住生活等

方面延伸,物业服务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日益突显。在此背景下,国家及地方政府纷

纷出台政策支持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如《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

年)》、《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

2025 年)》等。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中，物业服务被列入鼓励类项目。对现代物业服务行业的支持政策,将进一步激

发物业服务企业提升物业服务综合实力,推动物业服务业不断向社会化、市场化、

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②物业管理行业市场空间巨大 

作为物业管理行业上游产业的房地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也为物业管理规模

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 年至 2019 年均保持每年新

增房屋竣工面积约 10 亿平方米,这也意味着为物业管理行业每年新增 10 亿平方

米左右的管理面积。作为物业管理行业主要的管理业态,住宅总量的持续增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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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将推动物业管理服务的持续发展。 

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创新业务模式,拓展物业服务范围,延伸物业生态圈,增加

产业附加值。在业态方面,物业服务企业在保证住宅物业管理面积稳步增长的同

时,积极拓展商业物业、办公物业、公众物业、产业园物业、学校物业、医院物

业及其他类型的物业面积,多业态均衡发展拓展了物业服务范围;在服务类型上,

物业服务企业在夯实基础物业服务的基础上,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增值服务种

类,优化服务供给,拓宽收入来源,提升物业管理行业整体市场竞争力。 

（2）公司竞争优势 

①管理与品牌优势   

公司作为市场化运营的专业化、综合性物业管理企业,具有较完整的管理运

行体系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运行机制，不断制订、充实、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内部管理程序。通过优质、高效和规范化的管理服务，使所

管理的物业保值、增值，同时，为发展商、经营商和客户创造良好的物业品牌，

也为广大业主、客户提供一个“整洁、优美、安全、温馨”的工作、生活环境和

高尚的文化氛围,形成了良好的口碑效应,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 

②人员与组织优势 

公司拥有年轻化、专业化管理团队。高级管理人员主要集中在 70-80 后年龄

段,具有充足的行业资源和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清晰可行的发展战略。中级管理人员主要集中在 80 后,具有充足的活力

与动力。公司近年来骨干成员稳定,对公司的发展和战略规划的延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3）上下游行业情况 

物业管理行业上游企业主要分为两类，最重要的上游企业为房地产开发企

业。物业管理行业的增量物业管理规模主要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每年新建和销售

的物业组成，因此，房地产开发行业是物业管理行业的重要上游行业。公司深

耕物业行业多年，且公司关联方四川省景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房地产企

业 500 强，对于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均有深度涉入，物业公司未来仍会规划商业

地产的服务项目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物业管理行业的上游也包括物业管理相关的材料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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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企业向材料供应商采购物业管理服务所需的保安用品、清洁用品、绿化

用品和维修配件等材料。另外，物业服务企业将所管理的物业区域中的部分服

务分包给服务供应商，由服务供应商提供相关服务，物业服务企业对服务情况

进行监督。该等上游行业厂商众多，竞争充分，单一厂商难以对产品或服务形

成垄断，价格也以随行就市为主，公司不会对该等供应商形成重大依赖。 

物业管理行业的下游客户为持有物业或使用物业的业主和住户。一方面，

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对所管理的物业管理区域中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

地进行维修、养护和管理，维护卫生环境和相关秩序等工作；另一方面，随着

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业服务企业需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以

迎合业主和住户不断提升的服务要求。根据物业行业特性，物业服务企业与业

主朝夕相处，与客户的粘度较高，若非物业服务出现重大过失、物业基础设备

设施或物业服务无法正常运行、影响业主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等情况，业主一

般不会主动考虑更换物业服务企业。同时，更换物业公司会造成交接期内秩序

混乱，对业主生产生活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和现有客户的合作

关系总体而言是稳定及可持续的，公司客户粘性较好。 

（4）经营管理能力 

公司管理层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充分把握市场的变化及发展趋势。公

司自 2009 年成立以来，以成都房地产市场作为起点，开始物业管理服务开发。

在业务发展的同时，公司不断吸收业内优秀的人才，重视对专业经验的固化及

分享，建立了稳定的核心团队，使得公司在物业管理行业具备较强的专业优势，

并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及专业管理经验，建立了完善的客户拓展及服务体系。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经营管理团队也逐步扩大。 

（5）资金筹资能力：景灿股份成立至今从未向银行进行流动资金贷款，依

靠自有资金维持运营，或有短暂资金短缺时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可提供无息借款

支持。景灿股份作为物业公司由于有较为稳定的现金流入，银行可提供信贷额

度，但目前公司货币资金充足，无需再进行外部融资。未来若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可进行银行贷款筹资或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支持。 

（6）市场拓展情况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始终坚持客户为本，以良好的服务赢得和积累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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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信赖，在成都地区有着良好的声誉。公司管理团队成员均在物业管理行

业从业多年，拥有较丰富行业经验，积累了较多的行业相关客户，公司市场开

发能力较强。目前，公司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市场拓展： 

①我国物业管理服务形成了由前期关联方房地产开发商主要带入的局面，

市场的经验表明物业服务企业与开发商所属同一集团体系内，有利于业主后期

面临房屋的保修、维护需求，社区公共部分改造升级等事项时与具体责任方的

沟通交涉等，所以公司目前的经营模式也采取了行业内通行的做法。公司目前

管理的物业项目全部来自于关联方，符合行业发展现状，且未来仍持续有来源

于关联方的物管项目。 

②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逐渐树立了品牌优势，服务能力受到客户的普遍

认可。公司将积极努力与其他非关联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合作，开拓新的市场领

域，以避免关联方依赖的风险。同时，公司将积极开展社区增值服务等非传统

物业服务业务的市场开发力度，提升公司的收入多元化水平和盈利质量。 

（7）获取现金能力：公司作为物业服务公司可获得较为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入，虽然公司的主要客户为个人，款项收取具有一定难度，但每年仍可收取接

近或超过当年营业收入的款项，获取现金的能力较强。 

（8）期后合同签订情况 

公司目前仍在积极拓展新项目，2020 年第一季度已新增誉府在管项目。公

司未来仍将有部分项目来自于关联方，如正在开发中的绵阳项目、西双版纳项

目等；同时公司也正在通过积累的口碑和影响力积极拓展外部项目，促进公司

管理项目来源的多样性以及业务的多元化。 

（9）期后收入、净利润、现金流情况：期后 2020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

入约 390 万元，净利润 3.7万元，疫情影响了公司物业费收取，导致 2020 年第

一季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仅约 280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为负。疫情对公司经营在财务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收

款减少，2-3 月由于要求业主尽量在家，导致业主缴费减少，2020 年一季度公

司收取物业费主要在 1 月以及 3 月下旬，合计约 280 万元；二是由于防疫需要

采购防疫物资以及员工的加班费用、用餐补助等费用增加，但总体影响很小，

费用额外支出不超过 5万元。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实现微利，业绩同比并未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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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而由于公司 2019 年收款情况良好且有关

联方借入资金支持，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仍有 674.12 万元，

完全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综上所述，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市场开

发能力也逐步提升，在可预见的未来，公司的业务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公司

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对公司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

力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主办券商执行如下核查程序：获取公司的主要业务合同及期

后新签订的合同、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获取同行业已挂牌公司信息并与景灿

股份进行比对分析、获取公司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的合同与明细、获取期后财务报

表等，主办券商可确认公司现在服务项目具有稳定性，2019 年度公司亏损是由

于支付较多新三板挂牌中介机构费用及诉讼赔偿，2018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为负主要是由于物业费收取情况较差，2019 年加强催收后，现金流入有较为

明显的改善。截至 2019 年 12 月末，公司不存在资金短缺风险和偿债风险，公司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会计师回复】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

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的回复。 

8、关于客户及供应商。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存在个人客户，且前五大供应商

较集中。请公司补充披露：（1）向个人客户提供的物业服务具体内容；（2）与

主要供应商结算方式、定价依据、合同签订周期及续签约定协议等关键条款设

置、持续履约情况及预期；（3）公司采购的持续性、稳定性，说明采购占比较

高是否符合公司的行业与业务特征，公司经营是否对其存在依赖；（4）结合供

应商依赖风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实施效果、公司的竞争优劣势、公司的

订单获取情况等事项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1）公司是否与前五大是否与其签订合同；（2）

前五大客户中熊忆/熊敏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向个人客户销售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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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格的公允性，是否存在通过大量个人客户虚增收入的情形；（3）核查向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的真实性，并核查采购占比较高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回复】 

关于客户及供应商。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存在个人客户，且前五大供应商较

集中。请公司补充披露：（1）向个人客户提供的物业服务具体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为物业服务，包括绿化维护、保洁、秩序维护、

工程维护及客户服务等，主要客户为各小区业主。公司向个人客户提供的物业服

务具体内容包括：负责小区内绿化的养护和环境卫生；对小区内房屋的共用部分

和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统一维修、养护和管理；安全监控、巡视、门岗执勤值班；

对小区内的车辆进出、停放进行管理,维护正常的生活秩序；负责小区内的防火

防盗,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等。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情况”之“（二）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补充披露如下：“公司向

个人客户提供的物业服务具体内容包括：负责小区内绿化的养护和环境卫生；

对小区内房屋的共用部分和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统一维修、养护和管理；安全监

控、巡视、门岗执勤值班；对小区内的车辆进出、停放进行管理,维护正常的生

活秩序；负责小区内的防火防盗,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等。” 

（2）与主要供应商结算方式、定价依据、合同签订周期及续签约定协议等

关键条款设置、持续履约情况及预期； 

结算方式：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提供劳务的具体内容

以及考核方法，外包保洁服务按月或按季度支付款项，每月确认公司成本，其他

维保服务或按次或按服务期间确认成本。以保洁服务采购为例，每月保洁服务供

应商会将本月提供的服务单据（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值班签到表、服务现场照片等）

提交公司各楼盘项目物业服务中心审核，公司项目人员审核通过后传递至公司财

务作为成本入账依据。 

定价依据：为住宅小区提供保洁服务劳务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报告期内有 3

家主要保洁服务供应商，定价方式均为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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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周期及续签约定协议等关键条款设置：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的合同一

般按年签订，合同期满自然终止，如需续签合同，对方应在合同期满 30天前提

出书面要约。 

持续履约情况及预期：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供应商之间的业务合同均正常

履行，不存在违约情况。报告期后，公司与部分供应商续签了采购合同，公司与

主要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具有可持续的预期。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情况”之“（三）供应商情况”之“3、其他情况披露”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提供劳务的具体内容以及考

核方法，外包保洁服务按月或按季度支付款项，每月确认公司成本，其他维保

服务或按次或按服务期间确认成本。以保洁服务采购为例，每月保洁服务供应

商会将本月提供的服务单据（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值班签到表、服务现场照片等）

提交公司各楼盘项目物业服务中心审核，公司项目人员审核通过后传递至公司

财务作为成本入账依据。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的定价依据均为市场价。 

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的合同一般按年签订，合同期满自然终止，如需续签合

同，对方应在合同期满 30 天前提出书面要约。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供应商之

间的业务合同均正常履行，不存在违约情况。报告期后，公司与部分供应商续

签了采购合同，公司与主要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具有可持续的预期。” 

（3）公司采购的持续性、稳定性，说明采购占比较高是否符合公司的行业

与业务特征，公司经营是否对其存在依赖；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占总体采购金额较大，具有供应商相对集中的

风险，但公司采购是具有持续性、稳定性的，不存在依赖单一供应商的情况。公

司主营业务是为住宅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其采购活动主要包括保洁服务、维

修维护服务等，因公司管理物业小区位于成都市，在管项目较少，采购活动单一，

因而报告期内前五大采购占比较高，符合行业与业务特征。 

尽管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的占比较高，但市场上可替代的供应

商选择较多，公司不存在对主要供应商的重大依赖，更换供应商亦不会影响公司

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或构成公司业务发展的重大风险。未来公司也将积极开发新

的供应商，完善供应商甄选及考核体系，形成多层次的供应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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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情况”之“（三）供应商情况”之“2、供应商集中度较高”补充披露如

下： 

“公司主营业务是为住宅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其采购活动主要包括保洁

服务、维修维护服务等，因公司管理物业小区位于成都市，在管项目较少，采

购活动单一，因而报告期内前五大采购占比较高，符合行业与业务特征。 

尽管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的占比较高，但市场上可替代的供

应商选择较多，公司不存在对主要供应商的重大依赖，更换供应商亦不会影响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或构成公司业务发展的重大风险。” 

（4）结合供应商依赖风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实施效果、公司的竞争

优劣势、公司的订单获取情况等事项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①供应商依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占总体采购金额较大，具有供应商相对集中的

风险，但公司不存在依赖单一供应商的情况。公司主营业务是为住宅小区提供物

业管理服务，其采购活动主要包括保洁服务、维修维护服务等，因公司管理物业

小区位于成都市，在管项目较少，采购活动单一，因而报告期内前五大采购占比

较高。公司主要供应商服务行业为充分竞争的市场，可替代的供应商选择较多，

公司不存在对主要供应商的重大依赖，更换供应商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或构成公司业务发展的重大风险。 

②公司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实施效果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开发新的供应商，完善供应商甄选及考核体系，形成多层

次的供应商网络，公司 2019年度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已

经有所下降。未来公司供应商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供应商

相对集中的风险。 

③公司的竞争优劣势 

a.公司的竞争优势 

第一，管理与品牌优势。公司作为市场化运营的专业化、综合性物业管理企

业,具有较完整的管理运行体系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运

行机制，不断制订、充实、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内部管理程序。通过优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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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化的管理服务，使所管理的物业保值、增值，同时，为发展商、经营商和

客户创造良好的物业品牌，也为广大业主、客户提供一个“整洁、优美、安全、

温馨”的工作、生活环境和高尚的文化氛围,形成了良好的口碑效应,具有较强的

品牌影响力。 

第二，人员与组织优势。公司拥有年轻化、专业化管理团队。高级管理人员

主要集中在 70-80 后年龄段,具有充足的行业资源和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准确把

握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清晰可行的发展战略。中级管理人员主要

集中在 80 后,具有充足的活力与动力。公司近年来骨干成员稳定,对公司的发展

和战略规划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b.公司的竞争劣势 

第一，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物业管理服务业务基本来源于关联的房地产公司

所开发的项目，公司在业务拓展方面对关联方存在依赖。 

第二，业务区域较为集中。公司物业管理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四川省成都市。

未来，公司计划拓展四川省内其他城市，及全国其他区域的物业服务市场。 

④公司的订单获取情况 

公司目前仍在积极拓展新项目，2020 年第一季度已新增誉府在管项目。公

司未来仍将有部分项目来自于关联方，如正在开发中的绵阳项目、西双版纳项目

等；同时公司也正在通过积累的口碑和影响力积极拓展外部项目，促进公司管理

项目来源的多样性以及业务的多元化。 

公司虽存在供应商相对集中的风险，但公司主要供应商服务行业为充分竞争

的市场，可替代供应商选择较多，不存在依赖单一供应商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同时，公司通过积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已逐渐优化

供应商结构；公司也凭借竞争优势和项目经验，积极拓展新项目，促进项目来源

多样化。综上所述，公司已逐步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公司具备持续经营

能力。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八、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进行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1）公司是否与前五大是否与其签订合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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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大客户中熊忆/熊敏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向个人客户销售的真实性、

销售价格的公允性，是否存在通过大量个人客户虚增收入的情形；（3）核查向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的真实性，并核查采购占比较高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是否与前五大签订合同； 

主办券商经查阅公司重大合同，访谈公司管理层，实地走访部分客户及供应

商，确认公司已与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签订合同。 

（2）前五大客户中熊忆/熊敏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向个人客户销售

的真实性、销售价格的公允性，是否存在通过大量个人客户虚增收入的情形； 

主办券商获取并检查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

证及户口簿以核查其亲属关系，同时对董监高及客户熊忆/熊敏进行访谈，确认

熊忆/熊敏与公司的董监高均不存在亲属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办券商通过检查公司在管物业项目签订的前期物业合同、对公司物业收入

进行管理的“易软系统”进行收入与收款的抽样检查的细节测试、利用重新计算方

式对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金额进行确认并对住宅业主发

询证函进行确认，获取并检查银行对账单等核查方式确认公司向个人客户销售的

真实性。 

针对销售价格的公允性与是否存在利用个人客户虚增收入的情形，主办券商

执行如下核查程序： 

①检查公司在管物业项目签订的前期物业合同，合同中约定小区收取的物业

费单价，公司在管住宅项目单价基本为 1.6 元/平方米或 1.8 元/平方米，整个小区

的全部业主均需采用合同约定的物业费单价； 

②主办券商执行营业收入的细节测试，收入确认附件包含业主所居住房屋面

积及单价，收入确认金额与计算金额一致，即实际收取的物业费单价即为合同约

定的单价； 

③主办券商针对收入进行重新计算，根据在管小区各业主房屋交房时间、明

细面积及该小区的物业费单价重新计算收入，金额与营业收入相符，收入确认执

行的物业费单价与合同约定的单价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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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公司主营业务为住宅项目的物业管理，客户均为小区业主即个人客户，主

办券商与申报会计师对个人业主执行入户函证程序，通过函证方式确认营业收入

的比重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分别为 71.84%、71.41%。 

⑤主办券商通过了解公司的物业管理系统，对系统在内控设计与运行是否有

效进行穿行测试。公司的物业管理系统为“易软”系统，由四川易软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作为软件供应商，前台物业客服人员与后台财务人员均联网使用。前台客

服人员可利用系统进行基本资料的维护，对客户进行收费、对客户进行催收等。

对于后台财务人员的操作，系统对于物业服务收入按照会计准则进行了设置，如

业主缴纳了物业费，收费人员在系统中录入业主缴费的金额以及覆盖的期间（收

费人员只能录入截止时间，起始时间系统会自动连接，确保缴费期间不会出现断

层），系统会自动划分应收回款、本期收入以及预收账款；主办券商随机要求财

务人员从系统中导出部分项目上述报表。 

易软系统中客户基础信息初始由房地产开发公司导入，后在物业服务期间若

对客户信息进行任何修改则都会在后台日志显示修改记录；主办券商取得公司与

开发商签订的前期物业合同以及与业委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与公司易软系统

中导出的房屋基础资料核对一致，可确认收入确认基础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

性。 

主办券商针对收入确认执行穿行测试，并在物业管理中心进行现场检查，物

业服务中心人员多使用 POS 机向客户收款，客服人员在易软系统中录入本次收

费的明细，即在易软系统中找到客户房号，选择缴费所属的类别，在其名下录入

缴费金额，缴费的截止期间。而后易软收费端可打印出本次缴费的专用单据（所

有项目易软系统均在后台联网，单据的编号具有唯一性且必须连号），包含业主

房号姓名，缴费金额以及缴费金额覆盖的期间。项目组在财务易软系统中反向查

询可精准定位该笔收款的信息，包括业主房号等基础信息，缴费时间，缴费金额，

缴费金额覆盖的期间。同时，系统后台设置为费用联连续收取，不可存在隔断期

间。从而可精准划分款项的应收、预收归属并自动结转出本月应确认收入的金额。 

主办券商根据易软系统中导出的基础数据进行重新计算，将应收账款、预收

账款、营业收入进行循环表测试，结果一致。易软系统在内控设计与运行方面是

有效的，公司收入确认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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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个人客户销售价格即每个小区的物业费单价，均为

合同约定价格，而上述合同价格已在当地物价局备案，整个小区的业务执行统一

单价，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大量个人客户虚增收入的情形。 

（3）核查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的真实性，并核查采购占比较高是否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并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的真实性，主办券商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①主办券商抽取报告期内每年采购劳务的情况，从采购合同、发票、付款流

水到供应商提供的完成服务的依据（底稿 3-1-3），可以确认采购劳务的真实性。 

②主办券商对公司在管的物业项目执行现场走访程序，询问相关保洁人员等，

确认公司采购服务的真实性。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占总体采购金额较大，具有供应商相对集中的

风险，但公司不存在依赖单一供应商的情况。公司主营业务是为住宅小区提供物

业管理服务，其采购活动主要包括保洁服务、维修维护服务等，因公司管理物业

小区位于成都市，在管项目较少，采购活动单一，因而报告期内前五大采购占比

较高。公司主要供应商服务行业为充分竞争的市场，可替代的供应商选择较多，

公司不存在对主要供应商的重大依赖，更换供应商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或构成公司业务发展的重大风险。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开发新的供应商，完

善供应商甄选及考核体系，形成多层次的供应商网络，公司 2019 年度前五大供

应商采购额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已经有所下降。未来公司供应商结构有望进一

步优化，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供应商相对集中的风险。公司已逐步建立稳定可持

续的商业模式，采购占比较高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会计师回复】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

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的回复。 

9、关于现金结算。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现金结

算交易方是否为公司关联方；（2）报告期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3）为减少现金交易所采取的改进措施及进展情况；（4）

公司是否存在坐收坐支行为，是否存在个人卡收付款，若存在，核查相应金额

及占比、规范的具体时点、措施及有效性。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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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现金结算交易方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针对现金结算交易方是否为公司关联方，主办券商执行以下核查程序：①了

解公司主营业务，公司主营业务是为住宅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小区业主即为

公司的客户，均为个人。 

  ②获取公司董监高的身份证及户口簿等核查其亲属关系，确认公司客户与

公司董监高不存在亲属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客户基本为住宅小区的业主，使用何种方式付款

取决于其个人习惯，现金交易客户并非关联方。 

（2）报告期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 

针对报告期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

主办券商执行如下程序： 

①报告期内，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营业收入数据基于易软系统中登记的基础信

息，基础信息来自于已经收房的各业主以及房屋的明细数据，包括房号、面积、

收房时间等，系统中包含公司能给目前在管的 5 个小区的全部信息，与公司签订

的前期物业合同或与业委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相符。 

②主办券商对公司在管的住宅小区进行现场走访，对物业费收取过程执行穿

行测试，各物业服务中心收到业主缴纳的物业费时会将其录入系统并开出单据给

客户，系统中会完整记录哪个业主在什么是时间以何种方式缴纳了多少物业费，

结合系统中的基础信息可以完整得出某一时间段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应收账款以

及预收账款金额。 

③主办券商利用易软系统中的基础信息对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应收账

款与预收账款进行重新计算，结果与报表审定金额一致。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数

据真实、准确、完整。 

④主办券商通过检查公司在管物业项目签订的前期物业合同、对公司物业收

入进行管理的“易软系统”进行收入与收款的抽查、利用重新计算方式对报告期

内公司营业收入、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金额进行确认并对住宅业主发询证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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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获取并检查银行对账单等核查方式，确认公司已将全部在管项目纳入易软

系统进行统一管理，业主使用现金或其他任何方式缴纳物业费，各管理项目收费

人员收款时，需核对正确应收款项，待业主（客户）确认后，收清款项，在易软

系统中登记收费具体情况，开具收据，并在发票开票系统中开具发票；由易软软

件自动发送至业主的收款短信、收据及发票作为收款依据。各收费人员必须使用

公司财务部统一下发的正式票据，严禁混用、滥用、私用白条收费，对所收各项

费用要当日结清，每日上交财务部，严禁截留拖欠、坐支挪用、现金私存。每日

下班前，收费人员将当日现金收入和结存数进行统计、核对后，于 17 点前缴存

财务部指定银行账户，当日留存现金不能超过 2,000 元，若超出须当日交财务部。

每日需将收款日报表、票据记账联、收据的财务联等核对整理无误，一并交财务

部出纳；出纳核对日报表并同银行存款缴存金额核对，每日核对现金结存数和账

面数，确保现金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人员工资及外包劳务支出均从公司账户进

行，不存在体外循环或虚构业务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经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资金体外循环的情形。 

（3）为减少现金交易所采取的改进措施及进展情况； 

为减少现金交易所采取的改进措施及进展情况如下： 

经主办券商现场走访各在管小区后发现，受个人业主消费习惯的影响，目前

在交易中仍会出现少部分现金结算。公司已经为各项目网点配备了 POS 机，并

要求工作人员主动引导客户通过 POS 机、网银转账、支付宝、微信转账等方式

结算，以减少现金收款。报告期内 2019 年，公司现金收款比例已下降至 9.91%。

主办券商对比同行业已挂牌物业公司，对于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现金收款占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收取的现金比例（或营业收入）的同行业挂牌公司数据整理

如下：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津万事兴 57.34% 58% 56.35% 
 田森股份 6.86% 4.53% 6.17% 
 赢时物业 26.02% 25.46% 33.10% 
 鸿坤物业 

 
11.29% 14.10% 

 龙能股份 
 

13.87% 20.61% 26.55% 
中都物业 

 
42.59% 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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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灿股份已在收取物业费的方式上为业主提供了银行卡及全面的第三方移

动支付方式，报告期内现金收款比重已在逐步下降，且与同行业已挂牌公司相比

现金收款比重也较低，减少现金收款的措施较为有效。 

（4）公司是否存在坐收坐支行为，是否存在个人卡收付款，若存在，核查

相应金额及占比、规范的具体时点、措施及有效性。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事项。 

针对公司是否存在坐收坐支行为，主办券商经核查后确认报告期内，公司现

金收款均及时存至银行，且金额要与易软系统中的收款金额相匹配；而员工支出

则需自行垫款后经公司相应层级审批后报销或大额支出提前申请借支款项，不存

在坐支行为。 

针对是否存在个人卡收付款的情况，主办券商经核查后确认报告期内，公司

已在各物业服务中心设置 POS 机，客户可通过刷卡或第三方支付等途径付款，

款项均会通过银行待清算账户进入公司对公账户。若客户选择使用现金付款，客

服人员收取的款项也会存至公司对公账户，不存在个人卡收付款的情况。 

【会计师回复】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

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的回复。 

【公司回复】针对上述现金收款事项，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

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情况之（五）收付款方式”补充披露

如下：“ 

公司的客户基本为住宅小区的业主，使用何种方式付款取决于其个人习惯，

现金交易客户并非关联方。 

公司已将全部在管项目纳入易软系统进行统一管理，业主使用现金或其他任

何方式缴纳物业费，各管理项目收费人员收款时，需核对正确应收款项，待业

主（客户）确认后，收清款项，在易软系统中登记收费具体情况，开具收据，

并在发票开票系统中开具发票；由易软软件自动发送至业主的收款短信、收据

及发票作为收款依据。各收费人员必须使用公司财务部统一下发的正式票据，

严禁混用、滥用、私用白条收费，对所收各项费用要当日结清，每日上交财务

部，严禁截留拖欠、坐支挪用、现金私存。每日下班前，收费人员将当日现金

收入和结存数进行统计、核对后，于 17点前缴存财务部指定银行账户，当日留

 48 



存现金不能超过 2,000 元，若超出须当日交财务部。每日需将收款日报表、票

据记账联、收据的财务联等核对整理无误，一并交财务部出纳；出纳核对日报

表并同银行存款缴存金额核对，每日核对现金结存数和账面数，确保现金账账

相符、账实相符，人员工资及外包劳务支出均从公司账户进行，不存在体外循

环或虚构业务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收款均及时存至银行，且金额要与易软系统中匹配；而

员工支出则需自行垫款后经公司相应层级审批后报销或大额支出提前申请借支

款项，不存在坐支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已在各物业服务中心设置 POS 机，客户可通过刷卡或第三方

支付等途径付款，款项均会通过银行待清算账户进入公司对公账户。若客户选

择使用现金付款，客服人员收取的款项也会存至公司对公账户，不存在个人卡

收付款的情况。” 

10、关于收入。请公司结合在管物业面积、单价补充分析并披露公司收入

水平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企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若存在，请补充披露原

因及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说明：（1）公司报告期物业管理服务收入的确认

依据中单价的确认依据，零星物业服务收入确认依据、时点、条件，是否存在

维护或保洁等一次性物业增值服务，若存在，说明相应收入确认依据、时点、

条件；（2）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

确认情况，公司收入确认方法是否合理，核查是否存在跨期调整收入的情形，

并发表明确意见；（3）收入确认与成本费用归集分配和结转方法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要求，收入成本是否配比、财务核算是否规范发表明确意见；（4）

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回复】 

关于收入。请公司结合在管物业面积、单价补充分析并披露公司收入水平

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企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若存在，请补充披露原因及

合理性。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的情况”之“（一）收入构成情况”之“2、其他情况”补充披露如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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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公司在管物业面积、单价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物业类型 

签约建筑面积

（平方米） 

物业费单价

（每平方） 

年物业服务收入 

1 景茂城果 住宅 53065.06㎡ 1.8元/平方米 1,146,205.30 

2 景茂城果 办公 10580.81㎡ 3元/平方米 380,909.16 

3 景茂城果 商业 4021.06㎡ 3元/平方米 144,758.16 

4 景茂雍水岸 住宅、商业 149436.78㎡ 1.8元/平方米 3,227,834.45 

5 景茂雍水岸郦府 住宅、商业 104406.27㎡ 1.8元/平方米 2,255,175.43 

6 景茂名都东郡 住宅、商业 187084.58㎡ 1.8元/平方米 4,041,026.93 

7 景茂名都 住宅 243291.19㎡ 1.6元/平方米 4,671,190.85 

 合计    15,867,100.27 

根据公司报告期内管理的物业建筑面积以及物业费单价进行匡算，若公司管

理的物业项目全部缴纳物业费则年收入应为 15,867,100.27 元。该收入为目前

在管项目物业管理费的理论收取上限，但由于其中有住宅并未售出或业主不收

房，则该部分经济利益在何时流入企业无法确定，并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从而

导致报告期内公司实际的营业收入低于理论收入，但符合公司运营项目的实际

情况，收入水平是合理的。 

影响物业公司营业收入水平的因素主要为公司在管的物业面积以及物业费

收取单价。同行业可比企业由于每家的在管面积不同，不同地域收取的物业费

单价也不同，因此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收入差异也较

大，但基本的收入确认原则是一致的。”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说明：（1）公司报告期物业管理服务收入的确认

依据中单价的确认依据，零星物业服务收入确认依据、时点、条件，是否存在

维护或保洁等一次性物业增值服务，若存在，说明相应收入确认依据、时点、

条件； 

主办券商获取并检查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合同中均有明确约定该

项目的物业管理费单价，公司在管项目中住宅的物业管理费单价一般为 1.80 元/

㎡/月或 1.60 元/㎡/月,住宅底商部分均按 3.00 元/㎡/月单价进行收取。 

零星物业收入以各物业项目公示的各类增值服务的价格为收入确认依据，该

类收入通常服务时间较短，通常在服务发生时确认收入。公司存在一次性物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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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服务，均在服务发生时确认收入，确认收入的单价以每类服务在物业中心的公

示价格为准。 
（2）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

认情况，公司收入确认方法是否合理，核查是否存在跨期调整收入的情形，并

发表明确意见； 

收入确认原则与依据：公司物业服务收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物业管理服务

收入，即本公司向业主提供的各项常规管理等物业管理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在相

关业主的物业管理服务的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的前提条件下，依据业

主的房屋面积乘以每平方•每月的单价乘以物业管理期间或物业管理期间乘以车

位每月单价用以确定物业管理服务收入，以每月会计报表月末节点或物业管理服

务终止时点熟早为收入确认时点；第二类为零星物业服务收入，即本公司向客户

收取的装修管理费服务等服务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 

其他已挂牌可比公司的收入确认情况如下： 

挂牌公司 收入确认原则 

津万事兴 

（1）物业管理收入和供暖服务收入 
物业管理收入和供暖服务收入确认原则为权责发生制。在物业管理服务和供暖服

务已提供且相关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公司、相关成本能可靠的计量时，按签订的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和供暖合同约定的价格在服务期限内分期确认收入。 
（2）停车费收入 
停车费收入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签订停车服务合同的停车费按照停车服务合

同标准，按月计算确认收入，临时停车费在发生时确认收入。 
（3）物业出租收入 
物业出租按照与承租方签定的合同约定方法按期确认物业出租收入的实现和计

量。 
（4）其他多种经营收入 
其他物业经营收入包括维修服务费、代收代缴业务服务费、垃圾清运费。主要为

临时性有偿服务费，在发生时确认收入。 

金新城 

物业管理服务按合同约定，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在各月末根据服务期间确认收

入，主要包括：常规物管项目，通过承接不同的物业管理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分

期收取物业管理费及车位服务费等；根据自身丰富的物业管理经验，为地产提供

现场安全管理、销售活动支持等前期配合服务，按合同约定分期结算确认。 
物业增值服务是有别于物业管理服务以外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有偿服务，包括为

业主提供的保洁服务、物业管理咨询费等，按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或时点，分期

或服务完成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利息收入主要系公司将自有资金拆借给关联方而按合同约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按实际资金占用期限和合同约定的利率分期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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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鑫物业 

公司收入分为物业费收入、停车费收入、电梯费收入等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经营

性收入，收入的具体确认原则和方法为： 
（1）物业费收入及电梯费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根据物业合同，按照约定的

收费标准按月计算确认收入； 
（2）停车费收入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签订停车服务合同的停车费按照停车

服务合同标准，按月计算确认收入，临时停车费在发生时确认收入。 
（3）其他物业经营收入包括特约维修服务费、工本费、便民服务费、家政服务

费、代收代缴业务服务费、垃圾清运费。主要为临时性有偿服务费，在发生时确

认收入。 

田森股份 

公司收入主要为日常物业服务收入、其他物业服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等。公司

日常物业服务收入主要为提供物业服务的劳务收入，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

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物业服务合同按权责发生制（已提供服务期间占

总服务期间的比例）确认收入。 
其他物业服务为公司提供物业相关其他服务时取得的收入，主要为装修管理收入

及其他停车费等增值服务收入，通常按合同约定的时点确认收入。 

赢时物业 

公司收入主要分为综合物业服务收入、营销配合服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其中，

综合物业服务收入确认原则为：公司物业管理收入在物业管理服务已提供，且与

物业管理服务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根据物业服务合同按权责发生

制（已提供服务期间占总服务期间的比例）确认收入。营销配合服务收入在提供

服务后，根据签订合同约定的时点确认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为租金、电费收入，

按照合同约定在提供服务的期限内确认收入。 

主办券商分析上述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收入确认情况，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为

日常物业管理服务与其他零星物业服务收入，均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一致。公司的收入确认数据来源依据于“易软系统”，系统

设置为每月按服务面积与单价结转收入，同时，主办券商进行了收入截止性测试，

确认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收入确认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收入确认原则一致，公司收入确认方法合理，不存在跨期调整收入的情形。 
（3）收入确认与成本费用归集分配和结转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要求，收入成本是否配比、财务核算是否规范发表明确意见； 

收入确认原则与依据：公司物业服务收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物业管理服务

收入，即本公司向业主提供的各项常规管理等物业管理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在相

关业主的物业管理服务的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的前提条件下，依据业

主的房屋面积乘以每平方•每月的单价乘以物业管理期间或物业管理期间乘以车

位每月单价用以确定物业管理服务收入，以每月会计报表月末节点或物业管理服

务终止时点熟早为收入确认时点；第二类为零星物业服务收入，即本公司向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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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的装修管理费服务等服务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 

其他已挂牌可比公司的收入确认情况如下： 

挂牌公司 收入确认原则 

津万事兴 

（1）物业管理收入和供暖服务收入 
物业管理收入和供暖服务收入确认原则为权责发生制。在物业管理服务和供暖服

务已提供且相关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公司、相关成本能可靠的计量时，按签订的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和供暖合同约定的价格在服务期限内分期确认收入。 
（2）停车费收入 
停车费收入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签订停车服务合同的停车费按照停车服务合

同标准，按月计算确认收入，临时停车费在发生时确认收入。 
（3）物业出租收入 
物业出租按照与承租方签定的合同约定方法按期确认物业出租收入的实现和计

量。 
（4）其他多种经营收入 
其他物业经营收入包括维修服务费、代收代缴业务服务费、垃圾清运费。主要为

临时性有偿服务费，在发生时确认收入。 

金新城 

物业管理服务按合同约定，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在各月末根据服务期间确认收

入，主要包括：常规物管项目，通过承接不同的物业管理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分

期收取物业管理费及车位服务费等；根据自身丰富的物业管理经验，为地产提供

现场安全管理、销售活动支持等前期配合服务，按合同约定分期结算确认。 
物业增值服务是有别于物业管理服务以外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有偿服务，包括为

业主提供的保洁服务、物业管理咨询费等，按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或时点，分期

或服务完成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利息收入主要系公司将自有资金拆借给关联方而按合同约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按实际资金占用期限和合同约定的利率分期确认。 

荣鑫物业 

公司收入分为物业费收入、停车费收入、电梯费收入等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经营

性收入，收入的具体确认原则和方法为： 
（1）物业费收入及电梯费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根据物业合同，按照约定的

收费标准按月计算确认收入； 
（2）停车费收入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签订停车服务合同的停车费按照停车

服务合同标准，按月计算确认收入，临时停车费在发生时确认收入。 
（3）其他物业经营收入包括特约维修服务费、工本费、便民服务费、家政服务

费、代收代缴业务服务费、垃圾清运费。主要为临时性有偿服务费，在发生时确

认收入。 

田森股份 

公司收入主要为日常物业服务收入、其他物业服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等。公司

日常物业服务收入主要为提供物业服务的劳务收入，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

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物业服务合同按权责发生制（已提供服务期间占

总服务期间的比例）确认收入。 
其他物业服务为公司提供物业相关其他服务时取得的收入，主要为装修管理收入

及其他停车费等增值服务收入，通常按合同约定的时点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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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时物业 

公司收入主要分为综合物业服务收入、营销配合服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其中，

综合物业服务收入确认原则为：公司物业管理收入在物业管理服务已提供，且与

物业管理服务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根据物业服务合同按权责发生

制（已提供服务期间占总服务期间的比例）确认收入。营销配合服务收入在提供

服务后，根据签订合同约定的时点确认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为租金、电费收入，

按照合同约定在提供服务的期限内确认收入。 

结合上述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收入确认情况，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为日常物业

管理服务与其他零星物业服务收入，均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情况一致。 

公司成本核算的原则与依据：报告期内，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成本主要

由人工成本、外包成本及折旧摊销构成。人工成本为各项目中心人员的工资、奖

金、社会保险及福利费等；外包成本包括电梯维保以及全部物业的保洁服务外包

服务等费用；日常费用包括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折旧摊销费等。公司以各物业

项目为核算单位，每个项目配备物业服务人员，在实施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与物

业项目相关的各项成本直接计入相关项目营业成本，并按月结转当期损益。 

费用归集分配方法：报告期内公司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均为公司后台部门

及管理人员的费用，在费用发生当期即确认为当期损益，预付费用款项按月结转

至当期损益，归属于当期的费用进行计提。公司的管理费用无需再进行分配。 

对于收入与成本的配比，主办券商对比同行业挂牌公司的毛利率情况，公司

2019 年和 2018 年的毛利率分别为 23.09%和 20.69%，报告期内的毛利率在同行

业中处于中游，但总体差异不大。公司的物业服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住宅物业服务

收入，而该类物业服务行业毛利率主要取决于所服务楼盘所处地域，既决定物业

服务费单价同时亦影响人力成本。公司目前的在管项目主要位于成都市且为非市

中心地段，物业服务费收取标准偏低，盈利能力处于同行业中游，公司能够获取

行业平均利润，收入与成本配比合理。 

公司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申请挂牌公司 23.09 20.69 

索克物业（832816） 24.45 21.29 

客都股份(871589) 7.93 17.32 

实力物业（872548） 17.12 19.47 

华仁物业（832319） 23.97 20.83 

津万事兴（873186） 26.71 21.15 

福强股份（838474） 26.00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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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物业（872955） 18.38 24.83 

平均值 20.65 21.19 

主办券商针对公司的营业收入执行了抽样检查的细节测试、截止测试、分析

性复核以及函证等调查程序，对于成本确认执行了采购细节测试、分析性复核并

结合毛利率分析等程序，对期间费用执行了细节测试以及分析性复核程序。主办

券商确认公司收入确认与成本费用归集分配和结转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

求，财务核算规范，报告期内公司收入、成本配比。 
（4）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针对公司的营业收入执行了抽样检查的细节测试、截止测试、分析

性复核以及函证等调查程序并结合毛利率分析等程序，同时对利用公司业务管理

系统中导出的基础数据对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及预收账款进行重

新计算，获取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合同并结合对公司在管项目建筑面积及单价的

匡算，确认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真实、准确、完整。 

【会计师回复】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

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的回复。 

11、关于代收代付款项。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的代收代付款项具体

情况，包括不限于款项性质、合同签订、会计处理、发票开具，是否开立专户

收付，是否独立设账并独立核算，是否与公司自有资金混淆；（2）代收代付款

项在公司滞留的时间，公司是否建立了严格的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3）公司

代收代付款项的收入如何核算，是否以净额结算。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的具体条文进一步分

析：（1）公司从事该业务的权利来源，是否与全部供水、供电、供暖公司签署

相关委托合同；（2）公司是否存在溢价收取水电费的情形，如是，该溢价是否

符合物价部门的相关规定。请说明核查的过程、方式，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向业主开具发票是否

经由相关税务部门核实，是否存在代开发票的情形；（2）公司对代收代付款项

的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效实施，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要求。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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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关于代收代付款项。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的代收代付款项具体情况，

包括不限于款项性质、合同签订、会计处理、发票开具，是否开立专户收付，

是否独立设账并独立核算，是否与公司自有资金混淆；（2）代收代付款项在公

司滞留的时间，公司是否建立了严格的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3）公司代收代

付款项的收入如何核算，是否以净额结算。 

关于代收代付款项，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

之“七、报告期内各期末主要负债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六）其他应付款”

之“（2）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补充披露如下：“（1）报告期内 2019 年和 2018

年，公司代收代付金额分别为 1,000.00元和 702,984.98 元，报告期内 2018年，

公司曾存在代收代付款情况，公司代收代付款主要系代收代付员工工伤保险赔

款 702,984.98 元，2019 年收到保险赔款 1000 元，均为偶发事件。上述代收收

付不涉及合同签订，金额很小，公司并未设立专户收付。（2）代收代付款项在

公司滞留时间不超过一周，因代收代付在公司实际运营中很少发生，公司并未

建立专门的内控制度。业主的水电费均有入户的水电表，业主直接缴款给电力

公司或水务公司；公司在管物业项目均位于四川成都，小区不涉及供暖，不存

在取暖费；业主的网络宽带费用直接交给网络运营商，因此公司的日常经营业

务中不涉及代收代付事项。 

（3）公司代收代付并不产生收入，收到款项最终全部转给员工，不涉及收

入核算。”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的具体条文进一步分

析：（1）公司从事该业务的权利来源，是否与全部供水、供电、供暖公司签署

相关委托合同； 

（1）核查程序及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针对公司代收业主水、电、气费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程序如下： 

①访谈了公司管理层； 

②核查公司记账凭证； 

③查阅了《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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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过程 

《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

代收前款费用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 

与公司管理层访谈：公司表示因代收代付在公司实际运营中很少发生，公司并

未建立专门的内控制度。业主的水电费均有入户的水电表，业主直接缴款给电力公

司或水务公司；公司在管物业项目均位于四川成都，小区不涉及供暖，不存在取暖

费；业主的网络宽带费用直接交给网络运营商，因此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中不涉及

代收代付事项。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代收代付为偶发事项，收到后一周内及转给收款方，公

司日常经营业务中不涉及水、电、气费代收代付情况。 

（2）公司是否存在溢价收取水电费的情形，如是，该溢价是否符合物价部

门的相关规定。请说明核查的过程、方式，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经核查公司日常经营业务不存在水、电、气费代收代付情况，故亦

不存在溢价收取水电费的情况。 

【律师回复】详见《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向业主开具发票是否

经由相关税务部门核实，是否存在代开发票的情形； 

主办券商已检查报告期内公司的开票明细，均为公司收取物业服务收入的发

票，不存在代收代付款项的发票，也不存在代开发票的情形。 

（2）公司对代收代付款项的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效实施，相关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的代收代付为偶发事项，收到后一周内及转给收款方，

公司的日常经营中不涉及代收代付事项，因此并未建立相关的制度。公司在款项

收到时计入其他应付款，支付给收款方时冲减其他应付款，金额不存在差异，会

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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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回复】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

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的回复。 

12、关于货币资金。2018 年末、2019 年末货币资金分别为 732,837.51 元、

8,217,068.88元，2019 年公司货币资金大幅增长。请公司补充披露货币资金大

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货币资金变动与营业收入

增长、应收款项和应收票据变动、投资活动支出以及预收款项变动等项目之间

的匹配情况；（2）是否存在大额异常资金转账的情况；（3）货币资金是否存在

使用限制，若存在，补充披露报期内各年末受限货币资金的有关情况；（4）货

币资金余额的真实性、特别是银行存款余额的真实性；（5）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及相关内部控制审计和执行的有效性，是否存在无业务背景转移资金或出借银

行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销售回款单位与合同客户不一致的情况，以及销售回

款是否均转至公司账户。 

回复： 

【公司回复】 

关于货币资金。2018 年末、2019 年末货币资金分别为 732,837.51 元、

8,217,068.88元，2019 年公司货币资金大幅增长。请公司补充披露货币资金大

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关于货币资金增长，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

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主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一）货币资金”

之“1、期末货币资金情况”补充披露如下：“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货币资金

余额为 821.71 万元，较 2018 年末有较大幅的增加 748.42 万元，主要是由于以

下原因：一是公司股改前清理关联方往来款项，关联方归还曾经占用的公司资

金，同时借款给公司做营运资金使用，因此货币资金净增加 821.21万元；二是

公司 2019 年加大客户物业费的催收力度，2019 年末的预收账款余额较 2018 年

末增加约 100 万元，2019年全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 2018 年增加

288.56 万元，上述关联方款项及公司主营业务收款增加使得 2019 年末公司货币

资金余额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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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货币资金变动与营业收入

增长、应收款项和应收票据变动、投资活动支出以及预收款项变动等项目之间

的匹配情况； 

经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大幅增长，与营业收入增长的趋势

一致。公司 2019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高于当年的含税收入，与年

末预收账款余额增加约 100 万元相匹配。同时，公司 2019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较 2018 年减少 21.36 万元，主要是购买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支出增加，

与相应科目的本期增加金额相匹配。而 2019 年末货币资金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

关联方归还前期的资金拆借款并借款给公司使用，使得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

上年度增加 693.22 万元，相应的公司与关联方往来余额由其他应收款转为其他

应付款。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内关联方往来款项发生额与银行流水的发生额，结

果匹配一致，明细如下： 

①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代收代付款   

拆入关联方资金 16,984,642.85 5,216,255.38 

合计 16,984,642.85 5,216,255.38 

②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发生额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代收代付款 1,000.00 702,984.98 

拆出关联方资金 8,423,433.97 2,885,221.45 

合计 8,424,433.97 3,588,206.43 

③关联方 2018年资金拆借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款项性质 期初余额 
2018 年度 

期末余额 
拆入金额 拆出金额 

四川省景茂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708,886.00 708,886.00   0.00 

陈丹 
其他应收

款 
309,267.08 309,267.0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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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款项性质 期初余额 
2018 年度 

期末余额 
拆入金额 拆出金额 

陈茂菊 
其他应收

款 
3,518,221.31   667,002.43 4,185,223.74  

成都茂婷商贸有限

公司 
其他应收

款 
50,000.00 50,000.00  0.00 

成都天励置业有限

公司 
其他应付

款 
95,990.40 128,102.30   224,092.70  

熊灿 
其他应付

款 
 1,180,000.00 585,548.27 594,451.73 

成都市雅通商贸有

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940,000.00  940,000.00 

成都峻茂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1,900,000.00 1,632,670.75 267,329.25 

合计  4,682,364.79 5,216,255.38 2,885,221.45 6,211,097.42 

④关联方 2019年资金拆借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款项性质 期初余额 
2019 年 

期末余额 
拆入金额 拆出金额 

陈茂菊 
其他应收

款 
4,185,223.74  4,185,223.74  0.00 

成都天励置业有限

公司 
其他应付

款 
224,092.70   224,092.70 0.00 

熊灿 
其他应付

款 
594,451.73 1,646,548.27 1,206,000.00 1,035,000.00 

成都市雅通商贸有

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940,000.00  940,000.00 0.00 

成都峻茂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267,329.25  267,329.25 0.00 

成都市景发投资有

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100,000.00  100,000.00 

陈茂菊 其他应付

款 
 11,052,870.84 5,786,012.02 5,266,858.82 

合计  6,211,097.42 16,984,642.85 8,423,433.97 6,401,858.82 

（2）是否存在大额异常资金转账的情况； 

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的银行对账单，公司收取物业费为小额频繁交易，

因此银行流水主要为物业费收取明细，较大额的转账为上述关联方资金往来款，

不存在异常资金转账的情况。 
（3）货币资金是否存在使用限制，若存在，补充披露报期内各年末受限货

币资金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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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

期末主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一）货币资金”之“1、期末货币资金

情况”补充披露如下：“报告期内 2019 年末及 2018 年末，公司其他货币资金余

额分别为 162,647.48 元和 127,231.38 元，为 POS 机收款后银行待清算账户的

款项，该部分资金存在使用限制，需要第二天银行将其待清算账户中归属于本

公司的款项划转至公司账户后方可正常使用。” 
（4）货币资金余额的真实性、特别是银行存款余额的真实性； 

报告期内 2019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的货币资金均为银行存款，其他货币

资金也是收取到公司对公账户的款项。针对公司银行存款余额的真实性，主办券

商执行了如下程序：①项目组获取了公司于基本户开户行打印的银行账户清单，

确认公司银行日记账已将所有银行账户计入；②获取并复核申报会计师对于银行

存款函证回函，也获取了针对其他货币资金的银行函证回函，银行函证回函金额

均相符；③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各期最后一个月的银行对账单，确认与账载余额一

致，且合计金额与报表中的货币资金余额一致。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是真实的。 
（5）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控制审计和执行的有效性，是否存在无

业务背景转移资金或出借银行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销售回款单位与合同客户

不一致的情况，以及销售回款是否均转至公司账户。 

主办券商核查过程如下：①获取公司银行账户清单，确认所有开立的银行账

户均已入账；②查阅公司银行流水、现金日记账，对银行存款执行函证程序，确

认公司货币资金变动情况；③通过往来函证、访谈主要客户与供应商，确认是否

存在无商业背景的资金往来；④查阅主要客户和供应商销售、采购合同、银行回

单，并与公司收付款记录、客户供应商名称、合同主体的签订名称进行匹配分析；

⑤访谈公司管理层，查阅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制度》，了解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制

度及相关内部控制运行情况。 

通过与公司管理层访谈，了解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控运行情况；

查阅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并选取测试样本对其内部控制进行测试，货币资金

相关管理制度设计、运行有效，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并将其与面记载的核对分析公司已开立

银行账户核对分析，检查银行流水明细，确认公司账面记载的银行账户真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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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公司不存在出借银行账户的情况 。 

通过查看公司报告期内相关合同(包括销售合同、采购合同)，并与公司收付

款记录客户供应商名称合同主体匹配分析，公司收款均转至公司账户。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合理

且运营有效。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无业务背景转移资金或出借银行账户的情况，

不存在销售回款单位与合同客户不一致的情况，销售回款均转至公司账户。 

【会计师回复】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

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的回复。 

13、关于应收账款。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1）

请公司进一步结合信用政策、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余额、结算方式、同行业可

比公司情况及收入变动等各方面因素补充分析披露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合理性，

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应对措施及有效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应收账款周

转率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原因；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

核查公司期后收款情况，是否存在应收账款无法收回风险，并结合应收账款期

后收款情况核查收入的真实性，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应收账款余额

较高是否符合行业特点，并发表明确意见。（2）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以及公

司自身特点、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情况等对比分析坏账计提政策是否谨慎、坏账

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回复】 

关于应收账款。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1）请公

司进一步结合信用政策、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余额、结算方式、同行业可比公

司情况及收入变动等各方面因素补充分析披露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合理性，提

高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应对措施及有效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应收账款周转

率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原因；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各期末

主要资产情况及重大变动分析”之“（五）应收账款”之“4、各期应收账款余额分

析”补充披露如下：“①信用政策：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合同或与业主委员会签订

的物业服务合同中一般约定每季度首月 15 日前或每月 15 日前缴纳当季或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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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物业服务费，即合同约定业主需预缴物业费，因此物业费形成的应收账款

均为超出信用期的款项；②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在 2019 年末和 2018 年末的余

额分别为 6,684,701.42 元和 6,514,434.95 元，合同中对于逾期未缴纳的物业

费约定有违约金，但物业服务本身即为业主提供各种服务，公司秉承与业主保

持友好亲善关系的原则，只要业主前来结清之前所欠的物业费，欠缴期间的违

约金公司并未收取，也未将该部分纳入收入核算范围；③结算方式：公司为方

便业主缴纳物业费，提供了多种收款方式，包括 POS 机刷卡、支付宝、微信、

QQ 等各种移动支付以及收取现金等，业主到其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中心可选择

任意一种方式缴纳物业费。部分业主会根据合同约定进行预缴，但也有部分业

主会拖欠物业费。④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营

业收入比重较高主要是由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决定的。物业服务总体可划分为

住宅类及商业类（商场、写字楼等），住宅类物业服务面向的是广大个人业主，

而商业类物业的服务对象则主要是公司，显然商业类物业费的收取情况要优于

住宅类。公司目前服务的均为住宅类小区，仅有少量住宅底层商铺，从而导致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此类情况在同样以住宅类物业

服务为主的同行业公司中得以体现，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情况符合行业发

展现状。下表为同行业已挂牌公司 2018 年及 2019 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以及应

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营业总收入 营业总收入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2018 年

应收账

款余额

占营业

收入比 

2019

年应

收账

款余

额占

营业

收入

比 

应收账款

周转率 

应收账款

周转率 

[报告期]2018

年报 

[报告期]2019

年报 

[报告期]2018

年报 

[报告期]2019

年报 

[报告

期]2018

年报 

[报告

期]2019

年报 

[报表类型]合

并报表 

[报表类型]合

并报表 

[报表类型]合

并报表 

[报表类型]合

并报表 
[单位]次 [单位]次 

[单位]元 [单位]元 [单位]元 [单位]元     

872373.OC 
第一成

美 
54,048,383.27 68,571,282.91 

26,603,827.8

5 

49,061,043.2

7 
49.22% 

71.55

% 

     

2.51  

     

1.81  

871807.OC 
兴湃至

美 
16,666,772.49 20,050,203.85 

16,921,377.4

6 

17,460,050.6

1 

101.53

% 

87.08

% 

     

1.38  

     

1.17  

872548.OC 
实力物

业 
91,609,108.89 

102,720,814.8

8 

54,571,288.9

4 

74,168,992.6

0 
59.57% 

72.20

% 

     

1.86  

     

1.60  

873269.OC 
赢时物

业 

113,502,237.6

7 

153,666,652.0

4 

16,802,929.7

0 

21,755,720.5

5 
14.80% 

14.16

% 

     

4.37  

     

7.97  

  平均值         56.28% 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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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3.14  

拟挂牌公

司 

景灿股

份 
12,951,067.46 13,623,269.54 5,992,618.84 6,147,923.70 46.27% 

45.13

% 
2.38 2.15 

数据来源：Choice金融终端 

⑤收入变动：报告期内 2019 年较 2018年营业收入增长 5.19%，2019年末的应

收账款余额较 2018 年末小幅增长 2.61%，2019年下半年后公司逐步加强了催收

力度，因此 2019 年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有所改善。⑥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应对

措施及有效性：公司催缴方式有多种途径，包括短信平台、业主群里面发通知、

物业管理人员上门催收；也开展鼓励活动（例如缴费送礼）。 

系统在物业费到期前 1-2月会提示工作人员。通常，先短信催收，如果业主

对短信不理会；后续物业工作人员会上门催缴，如果家里没人，物业工作人员

会在门上留条提示。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活动鼓励业主缴费。 

公司在 2019 年加大了物业费的催收力度，因此使得 2019 年的营业收入增长

幅度高于应收账款增幅，同时预收账款较 2018 年末增长约 100万元。公司加强

催收力度后物业费收取情况得到一定改善。” 
（2）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以及公司自身特点、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情况等

对比分析坏账计提政策是否谨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对比同行业挂牌公司应收账款计提比例，基本与行业水平相当或略高于

同行业的计提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应收账款 景灿股份 鸿坤物业 津万事兴 荣鑫物业 实力物业 

账龄 
应收账款计

提比例(%) 
应收账款计

提比例(%) 
应收账款计

提比例(%) 
应收账款计提

比例(%) 
应收账款计

提比例(%) 
1 年以内 5 1 5 5 5 
1－2 年 10 15 10 10 10 
2－3 年 30 30 20 20 30 
3－4 年 50 50 50 50 50 
4－5 年 80 80 80 80 8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账龄在 1 年以内的超过 60%，且期后回款情况较好，与

同行业已挂牌公司对比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也较为严谨，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主办券商回复】 

（1）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核查公司期后收款情况，是否

存在应收账款无法收回风险，并结合应收账款期后收款情况核查收入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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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应收账款余额较高是否符合行业特点，并发表

明确意见。 

针对公司报告期内的应收账款情况主办券商执行如下核查程序：①获取公司

与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或前期物业合同，检查公司信用政策；②获取

应收账款明细表并与报表金额进行核对；③对营业收入执行抽样检查的细节测试

与截止性测试，确认应收账款借方发生额的真实性；④对应收账款的贷方发生额

进行抽查，确认应收账款贷方发生额的准确性；⑤执行应收款项余额变动分析、

真实性分析及收回可能性分析等分析性复核程序；⑥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进

行重新计算；⑦对主要应收账款执行函证程序，回函确认金额超过余额的 60%；

⑧获取同行业可比数据进行分析，并与景灿股份进行对比；⑨对公司在管的小区

进行实地走访，观察公司使用的结算方式以及加快应收账款回收的措施；⑩检查

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 

主办券商核查后确认：①信用政策：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合同或与业主委员

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中一般约定每季度首月 15日前或每月 15日前缴纳当季或

当月应付物业服务费，即合同约定业主需预缴物业费，因此物业费形成的应收账

款均为超出信用期的款项； 

②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在 2019 年末和 2018 年末的余额分别为 6,684,701.42

元和 6,514,434.95 元，合同中对于逾期未缴纳的物业费约定有违约金，但物业服

务本身即为业主提供各种服务，公司秉承与业主保持友好亲善关系的原则，只要

业主前来结清之前所欠的物业费，欠缴期间的违约金公司并未收取，也未将该部

分纳入收入核算范围； 

③结算方式：公司为方便业主缴纳物业费，提供了多种收款方式，包括 POS

机刷卡、支付宝、微信、QQ 等各种移动支付以及收取现金等，业主到其所在小

区的物业管理中心可选择任意一种方式缴纳物业费。部分业主会根据合同约定进

行预缴，但也有部分业主会拖欠物业费。 

④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

主要是由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决定的。物业服务总体可划分为住宅类及商业类

（商场、写字楼等），住宅类物业服务面向的是广大个人业主，而商业类物业的

服务对象则主要是公司，显然商业类物业费的收取情况要优于住宅类。公司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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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均为住宅类小区，仅有少量住宅底层商铺，从而导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

大且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此类情况在同样以住宅类物业服务为主的同行业公司

中得以体现，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情况符合行业发展现状。下表为同行业已

挂牌公司 2018年及 2019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以及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

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营业总收入 营业总收入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2018 年

应收账

款余额

占营业

收入比 

2019

年应

收账

款余

额占

营业

收入

比 

应收账款

周转率 

应收账款

周转率 

[报告期]2018

年报 

[报告期]2019

年报 

[报告期]2018

年报 

[报告期]2019

年报 

[报告

期]2018

年报 

[报告

期]2019

年报 

[报表类型]合

并报表 

[报表类型]合

并报表 

[报表类型]合

并报表 

[报表类型]合

并报表 
[单位]次 [单位]次 

[单位]元 [单位]元 [单位]元 [单位]元     

872373.OC 
第一成

美 
54,048,383.27 68,571,282.91 

26,603,827.8

5 

49,061,043.2

7 
49.22% 

71.55

% 

     

2.51  

     

1.81  

871807.OC 
兴湃至

美 
16,666,772.49 20,050,203.85 

16,921,377.4

6 

17,460,050.6

1 

101.53

% 

87.08

% 

     

1.38  

     

1.17  

872548.OC 
实力物

业 
91,609,108.89 

102,720,814.8

8 

54,571,288.9

4 

74,168,992.6

0 
59.57% 

72.20

% 

     

1.86  

     

1.60  

873269.OC 
赢时物

业 

113,502,237.6

7 

153,666,652.0

4 

16,802,929.7

0 

21,755,720.5

5 
14.80% 

14.16

% 

     

4.37  

     

7.97  

  
平均值 

        
56.28% 

61.25

% 

     

2.53  

     

3.14  

拟挂牌公

司 

景灿股

份 
12,951,067.46 13,623,269.54 5,992,618.84 6,147,923.70 46.27% 

45.13

% 
2.38 2.15 

数据来源：Choice金融终端 

⑤收入变动：报告期内 2019 年较 2018 年营业收入增长 5.19%，2019 年末的

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8 年末小幅增长 2.61%，2019 年下半年后公司逐步加强了催

收力度，因此 2019 年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有所改善。⑥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应

对措施及有效性：公司催缴方式有多种途径，包括短信平台、业主群里面发通知、

物业管理人员上门催收；也开展鼓励活动（例如缴费送礼）。 

系统在物业费到期前 1-2 月会提示工作人员。通常，先短信催收，如果业主

对短信不理会；后续物业工作人员会上门催缴，如果家里没人，物业工作人员会

在门上留条提示。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活动鼓励业主缴费。 

公司在 2019 年加大了物业费的催收力度，因此使得 2019 年的营业收入增长

幅度高于应收账款增幅，同时预收账款较 2018 年末增长约 100 万元。公司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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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力度后物业费收取情况得到一定改善。 

⑥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公司 2019 年末的应收账款已收回 397.06 万元，

占 2019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约 60%。大部分应收账款已收回，同时，主办

券商与公司管理层访谈得知，公司不排除使用法律手段催收回款，因此公司应收

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很低。同时，2019 年末确认的应收账款大部分已收回，可

以确认营业收入的真实性。主办券商已针对营业收入执行截止测试，确认不存在

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与同行业以住宅类为主的物业服务公司相比，应收账款余

额较高符合行业特点。 
（2）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以及公司自身特点、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情况等

对比分析坏账计提政策是否谨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主办券商及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通过复核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获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

策并与同行业已挂牌公司进行比对分析，确认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严

谨，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会计师回复】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

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的回复。 

14、关于关联方。经外部数据查询，成都市景发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

股东熊灿之父控制的公司，公转书中仅披露该公司与公司的关系为监事雷银川

兼职公司。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3 号》《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规

定的要求核查公司全部关联方信息（包括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等披露是否准确、

完整。 

回复： 
【主办券商回复】 

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之公司财务之九、关联方、关联关系及

关联交易之（二）关联方信息之 2.关联法人及其他机构”中补充披露。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成都财智达人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

参股且兼职的公司 

成都辰易兴源商贸有限公司 监事雷银川控股且兼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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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成开达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母亲陈茂菊

控股且兼职公司 

成都九天锦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

曾经持股公司 

成都开商汇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

参股且兼职公司 

成都开商汇蓉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熊灿参股公司；公司共同实

际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兼职公

司 

成都茂婷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熊婷控股且兼职公司；监事

熊欢参股且兼职公司 

成都美好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熊欢兼职公司 

成都润枫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母亲陈茂菊

参股公司 

成都市景发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雷银川兼职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熊灿父

亲熊正宽控制的公司 

成都市景茂成德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秦斌曾经兼职公司，共同实际实际控制

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最终控制的公司 

成都市景茂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雷银川兼职公司、公司共同实际实际控

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控制且兼职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母亲陈茂菊

兼职公司 

成都天励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灿、熊婷参股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

正宽参股公司；公司共同实际实际控制人熊

婷、熊灿母亲陈茂菊参股且兼职公司 

成都武侯卓越天使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熊婷参股且兼职公司 

成都义和广告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秦斌控股且兼职公司 

成都正瑞纳诚置业有限公司 监事熊欢兼职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熊灿父亲

熊正宽间接控制的公司 

成都中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

参股且兼职公司 

河南省景茂置业有限公司 监事熊欢兼职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熊灿父亲

熊正宽间接控制的公司 

锦江区心湘墩服装店 董事何彦熹投资的个体工商户 

景茂（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熊欢控股且兼职公司 

开江县川银办公用品门市 监事雷银川投资的个体工商户 

开江县川宗服装门市 监事熊欢投资的个体工商户 

开江县格尔林商贸有限公司 监事雷银川控股且兼职公司 

开江县中宁五金门市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

投资的个体工商户 

绵阳发达实业有限公司 监事熊欢兼职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熊灿父亲

熊正宽最终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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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鑫龙久恒置业有限公司 监事熊欢兼职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熊灿父亲

熊正宽间接控制的公司 

南阳市景茂实业有限公司 监事熊欢兼职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熊灿父亲

熊正宽间接控制的公司 

四川竞德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

参股公司 

四川省景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熊灿控股且兼职公司；公司

实际控制人熊婷参股且兼职公司 

四川省景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雷银川兼职公司；公司曾经控股股东；

公司共同实际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

正宽控股且兼职公司；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熊婷、熊灿母亲陈茂菊参股公司 

四川省圣丰久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监事熊欢兼职公司， 

四川省蜀新建筑工程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熊灿参股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熊灿父亲熊正宽参股且兼职的公司 

四川同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

参股且兼职公司 

四川鑫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父亲熊正宽

控股且兼职的公司；监事熊欢兼职的公司 

四川中久康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监事邓建辉控股且兼职公司 

成都市雅通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雷银川前夫郭雨胜实际控制的公司 

成都峻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熊婷、熊灿母亲陈茂菊

胞弟陈茂金实际控制且兼职的公司 

 

主办券商对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公

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规定的要求核查公司全

部关联方信息（包括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等披露准确、完整。 

【会计师回复】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

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的回复。 

15、关于资金拆借。请公司说明：（1）自申报文件签署之日至申报审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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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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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从关联方陈茂菊处拆借资金的具体发生原因和用途、是否为商

业行为，是否属于公司关联交易制度规定的范围，公司经营是否对关联方陈茂

菊的资金构成依赖，公司资金是否独立。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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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回复】 

关于资金拆借。请公司说明：（1）自申报文件签署之日至申报审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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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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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体内容已在《公开转让说

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九、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之“（三）

关联交易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之“3. 关联方往来情况及余额”

之“（1）关联方资金拆借”中披露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9年度 

期初余额 增加额 减少额 期末余额 

陈茂菊 4,185,223.74  4,185,223.74 0 
合计 4,185,223.74  4,185,223.74 0 

 
续： 

关联方名称 
2018年度 

期初余额 增加额 减少额 期末余额 

四川省景茂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 

708,886.00  708,886.00 0.00 

陈丹 309,267.08  309,267.08 0.00 
陈茂菊 3,518,221.31 667,002.43  4,185,223.74 
成都茂婷商贸有

限公司 

50,000.00  50,000.00 0.00 

合计 4,586,374.39 667,002.43 1,068,153.08 4,185,223.74 

公司对于梳理的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的情

况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九、关联方、关联关系及

关联交易”之“（三）关联交易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之“3.关联

方往来情况及余额”之“（1）关联方资金拆借”中补充披露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时间 占用 归还 次数 

是否支付资

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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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景茂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 2018年  
708,886.00 1 

否 

陈丹 2018年 
 

309,267.08 1 否 

成都茂婷商贸有限公

司 2018年  
50,000.00 1 

否 

陈茂菊 
2018年 667,002.43 

 
1 否 

2019年 
 

4,185,223.74 1 否 

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治理机制尚未健全，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关联方

未支付资金占用费。公司与陈茂菊、四川省景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存

在资金往来，截至2019年10月31日，公司已全部收回被占用资金，关联资金占

用问题已经得以消除。在有限公司阶段，治理机制尚未健全，尚未建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自2019年10月31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关联方

资金占用现象。 

占用资金归还前，公司能够利用自有资金正常开展业务；占用资金归还后，

公司现金流更加充足，能够满足公司项目开展、业务拓展等各项业务发展需求。

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未损害公司业务

的正常开展。 

2019年10月，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已经制定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相关

内控制度并严格遵照执行，不存在新增关联资金占用问题。 

2020年6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

具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监高关于资金占用的承诺函》承诺：

“本人不存在且以后亦不会发生占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资产

及其他资源的情形，不存在且以后亦不会发生严重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金占用均发生在有限公司阶段以及上述承诺之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经全部收回，自 2019 年 12月 31 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

也未再发生其他资金占用情形，因而不存在违反相应承诺、规范的情况。” 

 

（2）公司从关联方陈茂菊处拆借资金的具体发生原因和用途、是否为商业

行为，是否属于公司关联交易制度规定的范围，公司经营是否对关联方陈茂菊

的资金构成依赖，公司资金是否独立。 

公司从关联方陈茂菊处拆借资金的具体公司为筹备新三板挂牌事项需支付

较多的中介机构费用且为支持公司扩大业务规模，因此向关联方陈茂菊处借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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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于商业行为。但公司经营不对陈茂菊的资金构成依赖：一是由于 2019 年

公司股改前仍处于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状态；二是公司主营业务本身可获得较为稳

定的现金流入，同时，若公司有外部融资需求，仍可进行银行贷款。因此公司经

营不对关联方陈茂菊的资金构成依赖，公司资金独立。 

上述关联方资金拆借发生在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治理机制尚

未健全，尚未建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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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核查程序 

①访谈公司管理层、财务人员； 

②查阅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申报审查期间，财务往来科目明细账及相关 

记账凭证、银行流水； 

③查阅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文件； 

④获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监高关于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2）事实依据 

①访谈记录； 

②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往来明细账、记账凭证及银行 

流水； 

③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 

④《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监高关于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3）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检查公司账簿记载，查阅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相关决策文

件，询问公司相关人员等，确定自申报时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申报审查期间

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 

有限责任公司阶段，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资金拆解，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

无余额。自 2019年 12月 31日至申报审查期间也未发生资金占用情形。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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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已经制定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相关内控制度

并严格遵照执行，不存在新增关联资金占用问题。 

（4）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自申报时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申报审查期间不

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

公司资金保持独立性，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的挂牌条件。 

【律师回复】详见《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会计师回复】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

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的回复。 

16、近日因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请公司：（1）结合所属细分

行业领域，补充披露疫情期间生产经营具体开展方式，结合上下游产业链情况，

分析补充披露是否存在原材料供应不足、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等情况；（2）结合

期后订单签订情况，充分补充披露疫情对公司报告期后合同履行情况（是否存

在履约风险）、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财务数据和指标的影响情况；（3）补充披

露疫情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若是，请做重大事项提示。请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应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持续

经营能力是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回复】 
近日因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请公司：（1）结合所属细分行业领

域，补充披露疫情期间生产经营具体开展方式，结合上下游产业链情况，分析

补充披露是否存在原材料供应不足、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等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八、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属于房地产业中的物业管理行业，公司作为主要服务于居民住宅小区

的物业服务企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物业中心的员工始终工作在一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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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导致小区封闭管理期间为保障业主正常生活提供各种服务。公司的主营

业务开展并未因疫情而停滞，相反物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因防疫需要工作量较平

时增加。 

公司采购方面：公司采购分为服务采购和物资采购，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

服务采购合同一般期限较长，服务期内持续提供服务；而物资采购方面，公司

也已按惯例在春节放假前对原材料做了一定储备。公司采购基本正常。 

公司销售方面，由于疫情影响收款减少，2-3月由于业主减少外出，导致业

主缴费减少，2020 年一季度公司收取物业费主要在 1 月以及 3 月下旬，合计约

280 万元；另一方面，由于防疫需要采购防疫物资以及员工的加班费用、用餐补

助等费用增加，但总体影响很小，费用额外支出不超过 5 万元。公司 2020 年一

季度实现微利，业绩同比并未大幅下滑。 

上述影响为疫情严重期间的暂时性影响，目前公司经营业务已完全恢复正

常,不存在原材料供应不足、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等情况。” 

（2）结合期后订单签订情况，充分补充披露疫情对公司报告期后合同履行

情况（是否存在履约风险）、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财务数据和指标的影响情况； 

（3）补充披露疫情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若是，请做重大事

项提示。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八、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作为主要服务于居民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新冠”疫情期间，物

业中心的员工始终工作在一线，在因疫情导致小区封闭管理期间为保障业主的

正常生活提供各种服务。公司的主营业务开展并未因疫情而停滞，相反物业中

心的工作人员因防疫需要工作量较平时增加。疫情对公司经营在财务方面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收款减少，2-3 月由于要求业主尽量在家，导致

业主缴费减少，2020 年一季度公司收取物业费主要在 1 月以及 3 月下旬，合计

约 280 万元；二是由于防疫需要采购防疫物资以及员工的加班费用、用餐补助

等费用增加，但总体影响很小，费用额外支出不超过 5万元。公司 2020 年一季

度实现微利，业绩同比并未大幅下滑，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而由于

公司 2019 年收款情况良好且有关联方借入资金支持，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公司货币资金仍有 674.12 万元，完全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上述影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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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严重期间的暂时性影响，目前公司经营业务已完全恢复正常,无需做重大风

险提示。”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应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以

及持续经营能力是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针对上述事项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获取 2020 年第一季度的报

表及银行对账单等，确认疫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 

【会计师回复】详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关

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的回复。 

17、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

答》核查，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初至申报审查期间：（1）申请挂牌公司及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为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

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

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

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

见。 

回复： 

【主办券商回复】 

（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

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熊灿，控股股东为熊灿，实际控制人为熊灿与熊婷。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姓名 职务 

熊灿 董事长、 

熊婷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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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斌 董事 

赵溪芮 董事 

何彦熹 董事 

熊欢 监事会主席 

雷银川 监事 

邓建辉 监事 

张玉兰 董事会秘书 

安琪 财务总监 

报告期内，公司有 1 家全资子公司：四川景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下属子公司的信用报告；取得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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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查询了中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和 信 用 中 国 网

（http://www.creditchina.gov.cn）。经核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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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监管要求。 

综上，主办券商已经按照要求进行核查，认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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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监管

要求。 

（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

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查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省税务局等网站，公司不存在因违

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

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书面声明如下：截至目前 1、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两年内不存在受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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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2、公司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子公司，

均不存在列入失信或执行人名单或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3、公司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子公司不存在因违法行

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

“黑名单”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期初至本反馈意见的回复出具之日，申请挂牌

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下属

子公司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

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

范经营，符合挂牌条件。 

【律师回复】详见《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18、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关于做好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

规则>等相关制度准备工作的通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

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等核查:（1）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是否规范、齐备，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健全，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章

程等披露文件是否充分披露相关内容；（2）公司在报告期内且股改后公司治理

机制的运行情况；（3）公司财务负责人是否符合前述规则规定的任职要求；（4）

公司章程是否已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如为附条件生效章程，除以挂牌作为生

效条件外，是否附有其他生效条件，是否影响章程效力。 

回复：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关于做好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

理规则>等相关制度准备工作的通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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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等核查:（1）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是否规范、齐备，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健全，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

章程等披露文件是否充分披露相关内容； 

① 核查程序  

查阅《公司章程》、《公司转让说明书》；查阅公司工商档案；查阅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相关会议文件；访谈公司管理层。  

② 分析过程及事实依据  

经查阅公司工商档案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相关会议文件，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包括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投资者管理、信

息披露等相关公司治理制度等议案。 

2020年 1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新的制度

颁布后，公司于 2020年 3月 20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最新规定，修改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及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投资者管理、信息披露等相关公司治理制定，并去

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登记手续。 

《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一、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和三、董事会对现有公司治理机制的讨论与评估”都详

细披露了公司制度建立及运行情况。 

③ 核查结论  

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规范、齐备，公司治理

机制健全。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章程等披露文件已经充分披露相关内容。 

（2）公司在报告期内且股改后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情况； 

2019年 10月，公司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随着管理层对规范运

作公司意识的提高，公司积极针对不规范的情况进行整改，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定了规范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对三会的职权、议事规则、召开程序、提案、表决程序等都作了

相关规定。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均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发布通知并按期召开，会议文件完整，会议记录中时间、地点、出席

人数等要件齐备，会议文件归档保存，会议记录正常签署。其中董事会参与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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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战略目标的制订，对管理层业绩进行了正常的评估。监事会能正常发挥作用，

具备切实的监督手段。职工代表监事能代表职工履行监督职责。公司制定了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该文件对涉及关联董事、关联股东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应当回避的

情形以及回避的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公司建立了表决权回避制度。 

（3）公司财务负责人是否符合前述规则规定的任职要求； 

主办券商查阅了相关规则、公司财务负责人的相关资格证书。查询了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 ）、资本市场统一信息披露平台

（https://www.seid.org.cn/）、财务负责人的个人征信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第四十七条 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应当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挂牌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挂牌公司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者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期限尚

未届满； 

（三）被全国股转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采取认定其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纪律处分，期限尚未届满； 

（四）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财务负责人作为高级管理人员，除符合前款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具有会计专业知识背景并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 

公司财务负责人安琪不存在不得担任挂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安琪

2000年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会计工作，距今已有十余年。 

综上，公司财务负责人符合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4）公司章程是否已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如为附条件生效章程，除以挂

牌作为生效条件外，是否附有其他生效条件，是否影响章程效力。 

（1）核查公司章程是否已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 

①核查程序  

查阅《公司章程》；查阅公司工商档案；查阅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

会相关会议文件；访谈公司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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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分析过程及事实依据  

经查阅公司工商档案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相关会议文件，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包括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议案；2019 年 10 月 29 日，工商部门核准股份公司设立，并同意

公司章程备案。 

公司于 2020年 3月 20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最新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并去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

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登记手续。  

③核查结论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挂牌公司的公司章程已按照要求及时在工商登记机关备

案，章程内容具备相应法律效力。 

（2）如为附条件生效章程，除以挂牌作为生效条件外，是否附有其他生效

条件，是否影响章程效力。 

①核查程序  

查阅现行有效《公司章程》。 

②分析过程及事实依据  

经查阅《公司章程》规定的生效条件，第二百〇四条规定，“本章程经股东

大会批准后生效，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除此之外，无其他生效条件。  

③核查结论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章程》经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无其他生效条件，不

影响章程法律效力。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景灿股份的《公司章程》已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公

司章程》经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无其他生效条件。 
【律师回复】详见《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1、请公司填写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150 页子公司的实缴出资额。如子公司于

公司存在业务细分领域的分工，请于“子公司业务、与公司业务关系”中补充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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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子公司未实缴出资，公司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填写。子公司与公司

不存在业务细分领域的分工。 

2、主办券商与公司签订的《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中费用条款引用了

其他协议。请主办券商及公司说明：该协议是否属于《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

议》的补充协议，其内容是否违反全国股转系统相关规定，是否与协议正本内

容相冲突。同时请补充提交该协议。 

回复： 

【公司回复】 

2019年 8月 12日，公司与主办券商签署了《四川景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股份制改造暨新三板挂

牌之财务顾问协议书》（以下简称《财务顾问协议》） 。 

2020年 2月 17日，主办券商与公司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 

除上述两个协议外，主办券商未与公司签订其他协议，不存在违反全国股转

系统业务规则及违反协议正文内容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查阅了主办券商与申请挂牌公司签订的《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

议》、《四川景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景灿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股份制改造暨新三板挂牌之财务顾问协议书》。 

2019年 8月 12日，公司与主办券商签署了《四川景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股份制改造暨新三板挂

牌之财务顾问协议书》（以下简称《财务顾问协议》） 。 

2020年 2月 17日，主办券商与公司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 

除上述两个协议外，主办券商未与公司签订其他协议，不存在违反全国股转

系统业务规则及违反协议正文内容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与公司签订的《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中第八条第一款约

定引用的协议不属于《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的补充协议，其内容不违反全国

股转系统相关规定，不与协议正本内容相冲突。 

《财务顾问协议》随本回复一起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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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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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涉及地址等信息更新的，应

及时披露最新的信息。 

回复：公司不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存

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拟挂牌公司更换会所的原因：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

灿股份”）原拟定申报基准日为 2019 年 10 月 31 日，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对于申报审计报告有效期 4 个月的规定，该项目应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前进行

申报。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19 年 1 月底，原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为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相关签字注册会计师、审核人员位于武汉地

区，由于疫情无法继续审核工作且用印流程等均无法按期履行，因此导致该项目

盖章版的审计报告未能在 2020 年 2 月 29 日前出具，项目也未能如期申报。而武

汉截至 2020 年 3 月初,仍未能全面复工复产，若继续使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申报会计师将会严重影响项目申报进度。因此景灿股份与会计师沟通后决定更换

会所继续申报工作，后任会计师事务所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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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不存在上述情况。 

（3）信息披露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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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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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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核查申报

文件的文字错误。 

回复：公司已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公司两年的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正确；

公司历次修改的文件已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已将修改后的申报文件上

传至指定披露位置。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所属行业归类、股票转让方

式，并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股份解限售情况无误；公司和主办券商已知

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的期间发生

的重大事项已经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公司及中介机构已检查各自公开

披露的文件，不存在不一致情况。 

（4）反馈回复事项：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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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国股转系统业务支持平台上传，并在上传回复文

件时作为附件提交。  

回复：已申请延期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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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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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已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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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尽职调查，相关内容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做了充分披露，不存在其他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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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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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熊灿 

 

 

 

 

 

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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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推荐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签字盖章页） 

 

 

项目小组成员：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李洪敏 黄晶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李娟                  吕谦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李洪敏 

 

 

 

 

内核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柳萌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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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公司披露，熊灿、赵溪芮、熊婷、秦斌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行使股东及董事相关召集权、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2019年10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1）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管理层具体变化情况；（2）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具体变化情况；（3）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具体变化情况；（4）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收入、利润变化情况；（5）熊灿、赵溪芮、熊婷、秦斌四人是否对一致行动人之间意见不一致时作出决策的方式作出约定；（6）公开转让说明书第15页对实际控制人之一秦斌2011年至2014年的职业经历表述为“自由职业者”，而对其任职情况及职业经历的表述为“2010年9月至2019年2月，任成都安远...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2）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导致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发生较大改变；（3）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1、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1）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管理层具体变化情况；（2）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具体变化情况；（3）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具体变化情况；（4）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收入、利润变化情况；（5）熊灿、赵溪芮、熊婷、秦斌四人是否对一致行动人之间意见不一致时作出决策的方式作出约定；（6）公开转让说明书第15页对实际控制人之一秦斌2011年至2014年的职业经历表述为“自由职业者”，而对其任职情况及职业经历的表述为“2010年9月至2019年2月，任成都...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2）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导致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发生较大改变；（3）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关于公司的历史沿革。2011年6月公司第一次股权变更，股东熊灿将其所持有的公司32%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熊婷将其所持有的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5月公司第二次股权变更，股东四川省景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16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熊灿，将其所持有1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熊婷。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并补充披露：（1）前述两次股权转让所履行的具体内部决策程序；（2）前述两次股权转让对价支付情况及纳税义务履行情况；（3）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17页对2011年第一次股权变更熊婷转让的情况表述为“同意熊婷将其所持有的公司20%的股权即20万元转让给四川省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表述是否准确，是否表示此次股权转让中熊婷转让股权的实际对价。如存在披露错误，请做出更改。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1）前述两次股权转让所履行的具体内部决策程序的完备性；（2）前述两次股权转让对价的公允性，是否实际支付；（3）公司对2011年第一次股权变更中对熊婷转让情况的表述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3、关于公司的外协。根据公司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将部分电梯维保、清洁等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1）承包方开展业务需要取得的资质；（2）外包服务的质量控制措施；（3）公司在业务环节中自行完成的具体工作；（4）结合合同条款等补充披露外协业务的会计核算内容及其成本核算的具体依据、时点和政策。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承包方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2）公司对承包方是否存有依赖；（3）需要取得自制的承包方是否已经取得相应的业务资质。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1）公开转让说明书第32页中2018年和2019年外协金额与第114页中保洁等外包服务费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2）外协成本核算与相关收入的匹配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报告期内公司的涉诉情况。根据尽职调查文件中的记载，报告期内公司涉及三起诉讼，其中两起已经审结，两起审结案件均与“公司未尽到管理义务”有关。根据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第122页中的表述，2019年度公司亏损的原因之一是诉讼赔偿。
	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两起审结诉讼的具体情况，并说明以下事项：（1）在审案件的进展情况；（2）公司相关业务制度的订立情况及日常执行情况。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四川景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杨宏伟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公司被申请强制执行，公司是否存在消极履行司法判决的情形；（2）公司相关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完备，是否满足日常业务开展的要求。
	5、关于公司的担保。根据公司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熊灿以个人名义先后分期付款购置汽车两辆，涉及金额162万元，汽车所有权为公司所有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请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1）购置汽车的原因、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2）公司提供担保所履行的具体内部决策程序；（3）公司对相关资产制定的管理制度；（4）相关担保的余额，被担保方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下列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1）实际控制人购置的两辆汽车与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具备关联性，公司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产的情形；（2）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是否完备，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第十六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3）结合自身及被担保方的资产负债等财务情况说明该等担保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4）公司是否符合“公司治理规范”、“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6、关于公司的招投标情况。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应合同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名称、客户名称、关联关系、合同金额、签署时间、履行情况、运营期限、成本回收情况等。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1）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出借资质或借用资质参与招投标、协助围标的情形；（2）报告期内公司重大合同中六个销售合同客户均为关联方，相关合同的招投标程序是否真实履行，公司在承揽业务时是否存在违反《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7、关于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规模较小，2019年度亏损，2018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请公司分析并补充披露：（1）物业服务项目来源，现有服务项目的稳定性，2019年度亏损，2018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针对盈利能力较弱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有效性；（2）是否存在资金短缺风险和偿债风险；（3）结合市场行情、上下游行业情况、经营管理能力、公司核心竞争要素及核心竞争力、资金筹资能力、市场拓展情况、获取现金能力、期后合同签订情况、期后收入、净利润、现金流情况等分析论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对公司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发表明确意见。
	8、关于客户及供应商。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存在个人客户，且前五大供应商较集中。请公司补充披露：（1）向个人客户提供的物业服务具体内容；（2）与主要供应商结算方式、定价依据、合同签订周期及续签约定协议等关键条款设置、持续履约情况及预期；（3）公司采购的持续性、稳定性，说明采购占比较高是否符合公司的行业与业务特征，公司经营是否对其存在依赖；（4）结合供应商依赖风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实施效果、公司的竞争优劣势、公司的订单获取情况等事项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1）公司是否与前五大是否与其签订合同；（2）前五大客户中熊忆/熊敏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向个人客户销售的真实性、销售价格的公允性，是否存在通过大量个人客户虚增收入的情形；（3）核查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的真实性，并核查采购占比较高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并发表明确意见。
	9、关于现金结算。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现金结算交易方是否为公司关联方；（2）报告期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3）为减少现金交易所采取的改进措施及进展情况；（4）公司是否存在坐收坐支行为，是否存在个人卡收付款，若存在，核查相应金额及占比、规范的具体时点、措施及有效性。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事项。
	10、关于收入。请公司结合在管物业面积、单价补充分析并披露公司收入水平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企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若存在，请补充披露原因及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说明：（1）公司报告期物业管理服务收入的确认依据中单价的确认依据，零星物业服务收入确认依据、时点、条件，是否存在维护或保洁等一次性物业增值服务，若存在，说明相应收入确认依据、时点、条件；（2）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认情况，公司收入确认方法是否合理，核查是否存在跨期调整收入的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3）收入确认与成本费用归集分配和结转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收入成本是否配比、财务核算是否规范发表明确意见；（4）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
	11、关于代收代付款项。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的代收代付款项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款项性质、合同签订、会计处理、发票开具，是否开立专户收付，是否独立设账并独立核算，是否与公司自有资金混淆；（2）代收代付款项在公司滞留的时间，公司是否建立了严格的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3）公司代收代付款项的收入如何核算，是否以净额结算。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的具体条文进一步分析：（1）公司从事该业务的权利来源，是否与全部供水、供电、供暖公司签署相关委托合同；（2）公司是否存在溢价收取水电费的情形，如是，该溢价是否符合物价部门的相关规定。请说明核查的过程、方式，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向业主开具发票是否经由相关税务部门核实，是否存在代开发票的情形；（2）公司对代收代付款项的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效实施，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12、关于货币资金。2018年末、2019年末货币资金分别为732,837.51元、8,217,068.88元，2019年公司货币资金大幅增长。请公司补充披露货币资金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货币资金变动与营业收入增长、应收款项和应收票据变动、投资活动支出以及预收款项变动等项目之间的匹配情况；（2）是否存在大额异常资金转账的情况；（3）货币资金是否存在使用限制，若存在，补充披露报期内各年末受限货币资金的有关情况；（4）货币资金余额的真实性、特别是银行存款余额的真实性；（5）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控制审计和执行的有效性，是否存在无业务背景转移资金或出借银行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销售回款单位与合同客户不一致的情况，以及销售回款是否均转至公司账户。
	13、关于应收账款。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1）请公司进一步结合信用政策、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余额、结算方式、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收入变动等各方面因素补充分析披露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合理性，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应对措施及有效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应收账款周转率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原因；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核查公司期后收款情况，是否存在应收账款无法收回风险，并结合应收账款期后收款情况核查收入的真实性，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应收账款余额较高是否符合行业特点，并...
	14、关于关联方。经外部数据查询，成都市景发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熊灿之父控制的公司，公转书中仅披露该公司与公司的关系为监事雷银川兼职公司。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规定的要求核查公司全部关联方信息（包括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等披露是否准确、完整。
	15、关于资金拆借。请公司说明：（1）自申报文件签署之日至申报审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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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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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从关联方陈茂菊处拆借资金的具体发生原因和用途、是否为商业行为，是否属于公司关联交易制度规定的范围，公司经营是否对关联方陈茂菊的资金构成依赖，公司资金是否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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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近日因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请公司：（1）结合所属细分行业领域，补充披露疫情期间生产经营具体开展方式，结合上下游产业链情况，分析补充披露是否存在原材料供应不足、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等情况；（2）结合期后订单签订情况，充分补充披露疫情对公司报告期后合同履行情况（是否存在履约风险）、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财务数据和指标的影响情况；（3）补充披露疫情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若是，请做重大事项提示。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应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持续经营能力是否造成重...
	17、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核查，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初至申报审查期间：（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18、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关于做好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制度准备工作的通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等核查:（1）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是否规范、齐备，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健全，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章程等披露文件是否充分披露相关内容；（2）公司在报告期内且股改后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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