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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莱易信息产业股份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莱易信产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

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山东莱易信息产业股份公司申请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进行审核。山东莱易信息产业股份

公司（以下简称“莱易信产”或“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

办券商”）以及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北京市浩天信和（济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对贵公司提出的第二次

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

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

《山东莱易信息产业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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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莱易信息产业股份公司挂牌申请

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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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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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前次反馈回复，2018年初至 2020年 4月 30日，员工人数从 29人

增加到 239人。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各期平均员工人数、平均工资情况；

（2）报告期内及期后员工人数波动与公司业务开展、职工薪酬波动、业绩波动

的匹配合理性，疫情期间是否存在裁员并说明具体情况。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

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三、（六）、1、员工情况”补

充披露如下内容：

问题（1）补充披露：

公司员工 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因发展需要，在研

发、项目、管理等各方面，增加了人员储备；新增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需

要大量人员。2019 年度职工薪酬总额相比 2018 年度明显增加，主要系员工人数

增加且平均工资水平相比 2018 年度有所增加导致。

单位：元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工资（元）
平均

人数

平均工资

（元/人/年）
工资（元）

平均

人数

平均工资

（元/人/年）

研发人员 4,267,764.89 52 82,072.40 2,189,800.70 33 66,357.60

项目人员-传统业务 1,745,081.26 30 58,169.38 489,475.77 11 44,497.80

项目人员-信息技术

外包服务业务
3,984,890.62 68 58,601.33

行政、管理人员 1,312,287.36 14 93,734.81 628,392.71 9 69,821.41

合计 11,310,024.13 164 68,963.56 3,307,669.18 53 62,408.85

注 1：员工平均人数，均按照全年月平均数计算。

注 2：“项目人员-传统业务”是指除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以外的软件开发服务、软

件产品销售业务等项目人员。

问题（2）补充披露：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 1-4 月，公司员工平均人数及收入、净利润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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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4,889,209.41 20,310,458.58 11,300,312.89

净利润 -675,476.55 4,870,188.95 1,134,324.53

当期平均人数（人） 244 164 53

当期计提职工薪酬 6,450,467.02 11,310,024.13 3,307,669.18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4 月，公司的平均在职员工分别为 53 人、164

人、244 人，2019 年比 2018 年增长了 209.43%，2020 年 1-4 月比 2019 年增长

了 48.78%。

2019 年度公司新增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属劳动密集型业务，新增员工

较多，2020 年公司员工人数在 240 人左右，保持稳定。

① 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公司是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为确保公司

细分市场技术优势，公司新招聘研发技术人员，研发实力不断增强；公司 2019

年度新增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新招聘大量人员为合作单位提供技术服务；

2019 年结合市场需求，公司扩充业务团队，促进软件开发服务、软件产品销售

业务的增长，上述业务增长导致公司 2019 年全年平均员工总数高于 2018 年员

工总数。2020 年以来，公司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期后公司员工人数与 2019

年末持平，维持在 240 人左右，员工数量相对稳定。

② 职工薪酬波动：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4 月，公司发生的职工薪

酬分别为 3,307,669.18 元、11,310,024.13 元、6,450,467.02 元（未经审计）。

2019 年，随着公司综合实力、管理水平、技术框架成熟度和研发体系成熟度逐

渐增强，公司与信息化行业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建立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业务，例如与浪潮公司的合作，对应的人员平均人数 68 人，占当年增加员工人

数的 60%；公司为维持及提高细分市场优势，增加研发力量，当期研发人员平均

人数增加 19 人，占当年增加员工人数的 17%；以及随着公司规模扩大，相应项

目人员、管理职能等部门人员增加。

公司 2019 年度员工月平均工资 5,746.96 元，较 2018 年度员工月平均工资

5,200.74 元增长 10.50%，主要原因是公司为维持员工团队稳定，提高员工积极

性，根据员工职业水平及社会用工情况适时调增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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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4 月，公司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 6,609.09 元，较 2019 年度的

5,746.96 元，增长 15.00%，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根据社会用工情况和员工级别

提升调增员工薪酬，二是 2019 年度公司新增员工较多，新员工试用期内工资较

低，而 2020 年公司新增试用期员工数量较少，导致期后整体员工的月平均工资

增幅大于 2019 年同比增幅。

③ 业绩波动：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4 月，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

别为 11,300,312.89 元、20,310,458.58 元、4,889,209.41 元（未经审计），实

现净利润分别为 1,134,324.53 元、4,870,188.95 元、-675,476.55 元（未经审

计）。

2019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比 2018 年增长 79.73%，低于平均在职员工人数变

动的比例，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9 年度新增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属劳动密集

型业务，需大量人员为合作单位提供技术服务。2020 年 1-4 月实现的营业收入

为 4,889,209.41 元（未经审计），下降比较明显，主要是因为疫情导致开工较

晚，其中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于 2020 年 3 月恢复正常，其他业务于 2020 年 5

月恢复正常。

公司自成立以来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采用职责匹配和人才梯队的培

养理念，打造稳定的核心团队，确保技术产品服务的高质量和持续性。

综上，报告期内及期后，公司员工数量变动与公司业务类型拓展及业务规

模是匹配的。

④ 疫情期间，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员工在 2020 年 3 月初已全部

到岗上班，公司在疫情期间不存在裁员的情况。公司业务主要分为软件开发服

务、软件产品销售和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等，其中，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

于 2020 年 3 月初已恢复正常；软件开发服务、软件产品销售等业务截至 2020

年 5 月底，已恢复正常。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对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人事经理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人员变动的原因及

合理性；查看职工花名册、劳动合同，结合职工薪酬记账凭证、员工考勤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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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明细表、社会保险费申报表、银行流水等相关凭证，核查人员薪酬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以及疫情期间是否存在裁员情况；汇总计算计入各期期间费用、

营业成本以及存货成本中的职工薪酬，核查其与应付职工薪酬的勾稽关系，核查

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2）分析过程

①报告期各期平均员工人数、平均工资情况

经核查，公司员工 2019年度较 2018年度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因发展需要，

在研发、项目、管理等各方面，增加了人员储备；新增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

需要大量人员。2019年度职工薪酬总额相比 2018年度明显增加，主要系员工人

数增加且平均工资水平相比 2018年度有所增加导致。

单位：元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工资（元）
平均

人数

平均工资

（元/人/年）
工资（元）

平均

人数

平均工资

（元/人/年）

研发人员 4,267,764.89 52 82,072.40 2,189,800.70 33 66,357.60
项目人员-传统业

务
1,745,081.26 30 58,169.38 489,475.77 11 44,497.80

项目人员-信息技

术外包服务业务
3,984,890.62 68 58,601.33

行政、管理人员 1,312,287.36 14 93,734.81 628,392.71 9 69,821.41

合计
11,310,024.1

3
164 68,963.56 3,307,669.18 53 62,408.85

注 1：员工平均人数，均按照全年月平均数计算。

注 2：“项目人员-传统业务”是指除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以外的软件开发服务、软

件产品销售业务等项目人员。

②报告期内及期后员工人数波动与公司业务开展、职工薪酬波动、业绩波动

的匹配合理性，疫情期间是否存在裁员并说明具体情况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 1-4月，公司员工平均人数及收入、净利润

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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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4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4,889,209.41 20,310,458.58 11,300,312.89

净利润 -675,476.55 4,870,188.95 1,134,324.53

当期平均人数（人） 244 164 53

当期计提职工薪酬 6,450,467.02 11,310,024.13 3,307,669.18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4月，公司的平均在职员工为 53人、164人、

244人，2019年比2018年增长了209.43%，2020年1-4月比2019年增长了48.78%。

2019年度公司新增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属劳动密集型业务，新增员工

较多，2020年公司员工人数在 240人左右，保持稳定。

a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公司是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为确保公司细

分市场技术优势，公司注重研发团队建设，不断增加研发力量；公司 2019年度

新增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属劳动密集型业务，需大量人员为合作单位提供技

术服务，导致 2019年全年平均员工总数高于 2018年员工总数。2020年 1-4月以

来，公司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2020年期后公司员工人数与 2019年末

持平，维持在 240人左右，保持员工数量相对稳定。

b职工薪酬波动：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4月，公司发生的职工薪酬

分别为 3,307,669.18元、11,310,024.13元、6,450,467.02元（未经审计）。2019年，

随着公司综合实力、管理水平、技术框架成熟度和研发体系成熟度逐渐增强，公

司与信息化行业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建立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例如与

浪潮公司的合作，相应的人员平均人数 68人，占当年增加员工人数的 60%；公

司为维持及提高细分市场优势，增加研发力量，当期研发人员平均人数增加 19

人，占当年增加员工人数的 17%；以及随着公司规模扩大，相应项目人员、管理

职能等部门人员增加。

公司 2019 年度员工月平均工资 5,746.96 元，较 2018 年度员工月平均工资

5,200.74元增长 10.50%，主要原因是公司为维持员工团队稳定，提高员工积极性，

根据员工职业水平及社会用工情况适时调整工资，导致工资合理增长。

2020年 1-4月，公司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 6,609.09元，较 2019年度的 5,746.96

元，增长 15.00%，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根据社会用工情况和员工级别提升调增

员工薪酬，二是 2019年度公司新增员工较多，新员工试用期内工资较低，而 2020

年公司新增试用期员工数量较少，导致期后整体员工的月平均工资增幅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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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较大。

c业绩波动：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4月，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 11,300,312.89元、20,310,458.58 元、4,889,209.41 元（未经审计），实现净利

润分别为 1,134,324.53元、4,870,188.95元、-675,476.55元（未经审计）。

2019年实现的营业收入比 2018年增长 79.73%，低于平均在职员工人数变动

的比例，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9年度新增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属劳动密集型

业务，需大量人员为合作单位提供技术服务。2020 年 1-4 月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4,889,209.41元（未经审计），下降比较明显，主要是因为疫情导致开工较晚，其

中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于 2020年 3月恢复正常，其他业务于 2020年 5月恢复

正常。

公司自成立以来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采用职责匹配和人才梯队的培养

理念，打造稳定的核心团队，确保技术产品服务的高质量和持续性。

综上，报告期内及期后，公司员工数量变动与公司业务类型拓展及业务规模

是匹配的。

d 疫情期间，公司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员工在 2020年 3月初已全部

到岗上班，公司在疫情期间不存在裁员的情况。公司业务主要分为软件开发服务、

软件产品销售和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等，其中，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于 2020

年 3月初已恢复正常；软件开发服务、软件产品销售等业务截至 2020年 5月底

已恢复正常。

（3）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各期的平均员工人数以及平均工

资符合实际情况；报告期内及期后员工人数波动与公司业务开展、职工薪酬波动、

业绩波动是匹配合理的，疫情期间不存在裁员的情况。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各期的平均员工人数以及平均工资符合实际情

况；报告期内及期后员工人数波动与公司业务开展、职工薪酬波动、业绩波动是

匹配合理的，疫情期间不存在裁员的情况。

2.根据前次关于技术支持费的反馈回复，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补充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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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技术支持供应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外协厂商是否存有依赖。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四、（三）、3、其他情况披露”

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5）技术支持供应商

公司根据不类型的项目需要寻找对应匹配的技术支持供应商，公司项目类

型多样，不存在对单一技术支持供应商的依赖，公司现有技术供应商均非公司

关联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技术支持供应商名称 股东 主要人员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公司对技术支

持供应商是否

存在依赖

1
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李青龙、刘武战、闫军、珠

海高瓴天成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白剑波、贺

伟刚、苏州博彦嘉铭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

星光聚合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宁波宏企

浩春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董事长,经理李青龙、董

事白剑波、董事闫军、董

事黄立明、董事贺伟刚、

监事李德虎、监事谭浩、

监事会主席刘武战

否 否

2
吉林省爱信网络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张淑杰、魏洪海

董事长关艳玲、董事陈建

新、董事关锋、总经理王

金甫、监事陆冬梅

否 否

3
山东维平信息安全测评

技术有限公司
孙永靖、唐雪梅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孙永

靖、监事唐雪梅
否 否

4
济南顺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任泽坡

执行董事兼经理任泽坡、

监事朱庆悦
否 否

5
山东软服自动识别技术

有限公司
李慎标、王超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慎

标、监事王超
否 否

6
广西耕月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许健、张桂珍

经理,执行董事许健、监

事张桂珍
否 否

7 山东研方软件有限公司 宋培彦、冯岩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冯岩、

监事宋培彦
否 否

8
海南公象未来科技有限

公司

公象未来（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魏斯旭、于世浩 否 否

9
济南凡维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张丽娟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丽

娟、监事毛秀梅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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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山东元始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王宁、宋月香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宁、

监事宋月香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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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莱易信息产业股份公司关于《山东莱易信息产业股份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山东莱易信息产业股份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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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莱易信息产业股份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夏春秋

项目成员（签字）：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王爱平 孙勇 刘源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1．根据前次反馈回复，2018年初至2020年4月30日，员工人数从29人增加到239人。请公司补充
	2.根据前次关于技术支持费的反馈回复，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技术支持供应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