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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南蓝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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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贵公司出具《关于河南蓝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

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开

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立即组织河南蓝奥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挂牌公司”）、中审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观韬中茂（广州）律师事务所

对《反馈意见》所列示的问题事项进行认真地分析、讨论、核查。 

在此基础上，公司和主办券商出具了《关于河南蓝奥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中审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河南蓝奥智能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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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北京观韬中茂（广州）律师事务

所出具了《关于河南蓝奥智能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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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关于业务模式。（1）公司披露，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招商服务、县域电

商服务、技术服务三大类，其中招商服务又细分为招商咨询与策划服务、整合营

销与品牌升级服务、招商推广服务、招商代理服务，对服务内容及业务模式的描

述过于抽象、多处重复。请公司根据报告期内获取的订单、具体服务内容等业务

实际开展情况重新梳理业务类型，并按照业务类型分别说明具体服务内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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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获取订单、主要客户、收入确认原则、实现的收入及占比情况；请主办券

商核查公转说明书全文，做到通俗易懂，避免前后重复。 

公司回复: 

（1）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招商服务、县域电商服务、技术服务三大类，其

中招商服务分为招商外包服务和营销策划服务。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之“（二）主要产品或服务”之“1.招商服务”中修改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为客户提供招商活动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根据招商服务的

收入情况，可划分为招商外包服务与营销策划服务。 

（1）招商外包服务 

招商外包服务，公司派员工进驻客户工作现场，全程协助客户的招商推广与

代理活动。 

服务

类型 
主要服务内容 

招 商

推广 

（1）广告推广：通过广告，为客户提供线上招商推广，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获

取招投大数据信息优势，为有招商需求的客户进行资源的精准匹配。 

（2）网络推广：为客户提供搜索引擎优化服务，使得客户或项目的招商网页在服

务期内保持在相关搜索结果的前列，以保持长久稳定的浏览量和品牌度，增强招

商推广效果。 

（3）电话推广：通过电话推广方式，向潜在或者目标客户以及存量客户进行产品

或服务的推介。 

招 商

代理 

通过电话、现场拜访等方式，邀请潜在代理商及终端客户参加展会，为客户提供

远程咨询应答、上门招商接洽服务，通过前期、中期工作促成双方接洽，组织双

方远程洽谈或实地考察，辅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2）营销策划服务 

营销策划服务，公司为客户提供招商咨询、品牌策划、营销技术等，为客户

量身打造营销策划方案。 

服务

类型 
主要服务内容 

招 商

咨询 

招商咨询：通过市场调研、对客户基本情况以及所处行业等方面的初步分析，为

客户提出招商建议。 

品 牌

策划 

品牌策划：对传统品牌识别、价值、定位等方面进行升级与优化，为客户建设品

牌，提升品牌知名度；通过新媒体整合与公关策划活动，能在特定时段和地域为

品牌的定向影响力、价值感知。 

营 销

技术 

营销技术：针对客户或招商项目特点情况，通过整合营销系统性梳理策划，为客

户提供营销战略、策略、创意以及具体实施指导，帮助客户构建起全面、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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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体系。 

营销策划服务形成市场分析、项目包装策略、渠道建设系统落地方案、盈利

分析、手册文案、设计稿、意向加盟商问题解答、宣讲资料等文本材料，分阶段

向客户提供。 

……… 

（2）报告期内招商外包业务收入和营销策划业务收入及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招商服务收入 35,749,581.77 100.00 20,383,614.08 100.00 
其中：招商外包

业务 
30,826,287.38 86.23 16,072,849.98 78.85 

营销策划业务 4,923,294.39 13.77 4,310,764.10 21.15 

（3）报告期内获取的订单、具体服务内容 

项目 
合同类

型 
服务内容 

定单数量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招商

外包

业务 

框架合

同（按

实现业

绩比例

收费） 

服务内容：派驻员工在客户办公场所，持续为客户提供

服务；根据客户自身情况以及需求等因素，通过广告、

电话、实地拜访等方式为客户推广；公司为客户举办定

制化的线下招商项目推介会，通过电话、实地拜访等方

式，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

会，公司员工为客户提供咨询应答、招商现场接洽服务，

辅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9 个 14 个 

营销

策划

业务 

固定总

价合同

（几万

元到而

十几万

元） 

服务内容：公司为客户提供市场调研、品牌策划、营销

技术服务等，为客户量身打造营销策划方案。方案内容

主要包括：市场分析、项目包装策略、渠道建设系统落

地方案、盈利分析、手册文案、设计稿、意向加盟商问

题解答、宣讲资料等。 

34 个 40 个 

（4）收入确认原则：招商服务业务包括招商外包业务和营销策划业务，其

中招商外包业务根据本公司实现的招商业绩，每月与客户进行结算，按月根据

实现的业绩确认收入；营销策划业务在完成策划服务，并取得客户认可(款项收

回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确认收入。 

（5）招商服务的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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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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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流程”之“（二）主要业务流程”之“1.招商服务流程”中修改披露。 

公司有系统完善的业务流程，为客户提供招商活动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根

据提业务收入类型，可以分为招商外包服务流程和营销策划服务流程。 

（1）招商外包服务流程 

公司派员工进驻客户工作现场，全程协助客户的招商推广与代理活动，在对

客户及市场调研基础上，通过广告、网络、电话销售方式进行推广。邀请潜在代

理商以及终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并为客户提供咨询应答、招商现场接洽

服务，全程辅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2）营销策划流程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对项目进行调研和市场分析，深入分析市场、公司需求

及特征、潜在加盟商等多维信息，制定策划方案，经客户确认后，开始分步执

行营销策划系列的文案撰写，待相关材料制作完成后，交付客户，回款确认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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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回复： 

项目组已经督促公司对公司业务描述、业务流程、业务模式等全面进行整理

并修改。主要部分如下：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之“（二）主要产品或服务”之“1.招商服务”中修改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为客户提供招商活动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根据招商服务的

收入情况，可划分为招商外包服务与营销策划服务。 

（1）招商外包服务 

招商外包服务，公司派员工进驻客户工作现场，全程协助客户的招商推广与

代理活动。 

服务

类型 
主要服务内容 

招 商

推广 

（1）广告推广：通过广告，为客户提供线上招商推广，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获

取招投大数据信息优势，为有招商需求的客户进行资源的精准匹配。 

（2）网络推广：为客户提供搜索引擎优化服务，使得客户或项目的招商网页在服

务期内保持在相关搜索结果的前列，以保持长久稳定的浏览量和品牌度，增强招

商推广效果。 

（3）电话推广：通过电话推广方式，向潜在或者目标客户以及存量客户进行产品

或服务的推介。 

招 商

代理 

通过电话、现场拜访等方式，邀请潜在代理商及终端客户参加展会，为客户提供

远程咨询应答、上门招商接洽服务，通过前期、中期工作促成双方接洽，组织双

方远程洽谈或实地考察，辅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2）营销策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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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划服务，公司为客户提供招商咨询、品牌策划、营销技术等，为客户

量身打造营销策划方案。 

服务

类型 
主要服务内容 

招 商

咨询 

招商咨询：通过市场调研、对客户基本情况以及所处行业等方面的初步分析，为

客户提出招商建议。 

品 牌

策划 

品牌策划：对传统品牌识别、价值、定位等方面进行升级与优化，为客户建设品

牌，提升品牌知名度；通过新媒体整合与公关策划活动，能在特定时段和地域为

品牌的定向影响力、价值感知。 

营 销

技术 

营销技术：针对客户或招商项目特点情况，通过整合营销系统性梳理策划，为客

户提供营销战略、策略、创意以及具体实施指导，帮助客户构建起全面、坚实的

营销体系。 

营销策划服务形成市场分析、项目包装策略、渠道建设系统落地方案、盈利

分析、手册文案、设计稿、意向加盟商问题解答、宣讲资料等文本材料，分阶段

向客户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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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商服务流程”中修改披露。 

公司有系统完善的业务流程，为客户提供招商活动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根

据提业务收入类型，可分为招商外包服务流程和营销策划服务流程。 

（1）招商外包服务流程 

公司派员工进驻客户工作现场，全程协助客户的招商推广与代理活动，在对

客户及市场调研基础上，通过广告、网络、电话销售方式进行推广。邀请潜在代

理商以及终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并为客户提供咨询应答、招商现场接洽

服务，全程辅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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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销策划流程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对项目进行调研和市场分析，深入分析市场、公司需求

及特征、潜在加盟商等多维信息，制定策划方案，经客户确认后，开始分步执

行营销策划系列的文案撰写，待相关材料制作完成后，交付客户，回款确认收

入。 

 

………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之“（三）

业务模式”之“1.招商服务”中修改披露。 

1、招商服务 

招商服务即为客户提供招商活动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提供招商外包服

务与营销策划服务。 

招商外包服务：公司派员工进驻客户工作现场，全程协助客户的招商推广与

代理活动，公司与客户签订框架合同。公司按照为客户实现的销售额（即公司实

现的招商业绩，须同时满足客户与潜在代理商签约并且收到合同款项这两个条

件）的 49%收取服务费。 

营销策划服务，公司为客户提供招商咨询、品牌策划、营销技术服务等，为

客户量身打造营销策划方案。营销策划业务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合同金额根据

客户不同需求，合同价格不同。以向客户输出市场分析、项目包装策略、渠道建

设系统落地方案、盈利分析、手册文案、设计稿、意向加盟商问题解答、宣讲资

料等文本指导方案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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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在“招商服务”中涉及电话营销方式；公司披露，“公司将目标客

户列入长期跟踪名单后，不断主动向客户企业争取推介、路演等各种机会，以向

对方展示公司的业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公司需要“向零售商采购线下招商活动

礼品和物料”。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查公司电话营销等推介活动是否存在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情形、公司在提供招商服务过程中“向零售商采购线下招商

活动礼品和物料”是否涉及商业贿赂，该等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并结合

公司业务分析论证规范此类行为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公司回复: 

1、公司电话营销等推介活动不存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情形。 

公司设立专业营销中心部门，拥有专业的营销团队，公司本着服务客户的原

则，向客户企业推介对其有价值的招商信息，如果客户明确没有意向，或者未来

一段时间没有意向，公司销售人员不会强推，并做标记，降低后续推介频率。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消费者向有关部门投诉或举报的情形。 

2、公司在提供招商服务过程中“向零售商采购线下招商活动礼品和物料”

不涉及商业贿赂，该等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由于公司在组织招商展会时，会准备一些 U 盘、汽车小挂件、杯子，抱枕、

笔等小礼品，单价较低，每个礼品价格为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公司通常是为客户

举办专业展会，会议现场主要礼品有客户提供或采购，公司不存在贿赂参会者的

动机，少数会议现场派发带有公司 logo 或介绍的小礼物，属于公司自我推广的

方式。 

每次展会的参会人员较多，单个礼品价格较低，且不存在商业目的，而是出

于礼仪，类似于会议现场的矿泉水。因此不涉及商业贿赂，该等情形不构成重大

违法违规。 

主办券商回复： 

1、公司电话营销等推介活动不存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情形，该等情形不

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对电话营销进行了规范，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尽调程序与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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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公司说明，了解公司电话营销模式；查询相关法律法规；检索中国执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全 国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官网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查询。 

【分析过程】 

（1）通过与公司说明，公司成立专业的营销团队，通过电话沟通与目标用

户和潜在客户沟通，在与客户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客户可以与公司“双向选择”，

如果客户不愿意公司为其提供服务，则公司尊重客户的选择，不再强行推销产品

或服务。 

公司的电话营销是在上班时间进行，并且主要就客户的需求和关切事项与客

户进行沟通，一旦客户拒绝公司为其提供服务，公司将不再为了继续推销产品或

服务而不顾客户的感受，无休止进行纠缠。公司加强对电话营销人员的业务培训，

规范营销服务流程并细化，拟定说话术语，规避因销售不规范所带来的投诉风险。

服务过程中不存在与客户发生冲突而对客户进行谩骂、纠缠、骚扰等侵犯客户身

体健康权的行为，也未发生因电话营销产生纠纷受到客户投诉或报警的情形。 

公司充分尊重用户选择，不存在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情形。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

罚》”）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 

（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

处罚的； 

（四）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 

公司的电话销售依托于通信运营商的相关业务，这类业务需要按照运营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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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并接受运营商的监管。公司为客户提供 12 小时的售后服务，为客户

提供业务服务上解答，并接受客户对其业务员的投诉。公司的电话营销是在上班

时间进行，公司进行电话营销不存在发生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等情形。

公司电话营销方式不存在侵犯了民事主体身体健康权，不构成《治安管理处罚》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情形。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 全 国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官网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查询，公司不存在因侵犯了民事主体身

体健康权，或构成《治安管理处罚》“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情形受到公安部门

的行政处罚或刑事追诉。 

【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电话营销等推介活动不构成《治安管理处罚》“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情形，不存在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的影响的情

形。 

2、公司在提供招商服务过程中“向零售商采购线下招商活动礼品和物料”

不涉及商业贿赂，该等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对此类行为进行严格规范，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尽调程序与事实依据】 

查阅公司说明，了解公司小礼品价格；查询审计报告；查询公司无违法违规

证明；公司承诺书；查询相关法律法规；检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

录 查 询 平 台 官 网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查询。 

【分析过程】 

（1）经公司管理层说明。公司在组织招商展会时，会准备一些 U 盘、汽车

小挂件、杯子，抱枕、笔等小礼品，单价较低，每个礼品价格为几元到十几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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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部分情况下，展会礼品是由客户提供，少数情况下，公司也会采购小礼品。 

同时每次展会的参会人员较多，单个礼品价格较低，且不存在商业目的，而

是出于礼仪，类似于会议现场的矿泉水。 

公司通常是为客户举办专业展会，会议现场主要礼品有客户提供或采购，公

司不存在贿赂参会者的动机，少数会议现场派发带有公司 logo或介绍的小礼物，

属于公司自我推广的方式。 

（2）根据公司出具的《公司业务不存在商业贿赂情况的承诺》，报告期内，

公司订单均通过商业谈判取得，公司在商务谈判过程中遵守《关于禁止商业贿赂

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给付或收受现金及实物等其他任何形式的贿赂行为。 

（3）检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全 国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官网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查询，未发现公司存在因商业贿赂产生

的诉讼案件或处罚情况，公司不存在因商业受贿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展会现场派发的小礼品不涉及商业贿赂，该等情形

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不存在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的影响的情形。 

（3）根据公转书及第一次反馈回复，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大数据营销为依

托”，公司“内部形成了多套数据分析模型，在采购广告服务和获取公开信息的

基础上，深入进行行业研究，按照内部的模型进行分析，从而为不同客户出具定

制化的方案，能够精准匹配目标客户群”。请公司按照业务类型进一步说明公司

进行“大数据营销”的具体方式，是否存在使用网络爬虫技术等方式收集个人信

息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前述事项，并结合《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就公司获取、使用数据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不存在使用网络爬虫技术等方式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 

公司的大数据营销：依托采购广告服务获取大数据服务。此外，公司技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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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采购广告服务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经验与渠道，以及相关产业研究报告、同行

业宣传信息、各个园区和政府招商网站等平台公开信息，同行业竞争对手以及合

作伙伴的网站公开信息，综合进行分析，从而为不同客户出具定制化的方案，能

够精准匹配目标客户群。 

（2）公司管理层多年拥有的行业经验及渠道资源；公司拥有丰富的广告供

应商资源，涉及各个行业各个板块，通过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广告供应商，购买广

告服务获得相应数据分析服务。公司技术团队在此基础上，结合客户需求及客观

情况，能够精准匹配目标客户群。 

公司上述数据的获取合法合规，公司不存在使用网络爬虫技术等方式收集个

人信息的情形。 

【尽调程序与事实依据】 

访谈公司总经理，查询公司无违法违规证明；查询相关法律法规；检索中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全 国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官网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查询。 

【分析过程】 

（1）经公司管理层说明，公司不存在使用网络爬虫技术等方式收集个人信

息的情形。 

公司的大数据营销：依托采购广告服务获取大数据服务。此外，公司技术团

队在采购广告服务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经验与渠道，以及相关产业研究报告、同行

业宣传信息、各个园区和政府招商网站等平台公开信息，同行业竞争对手以及合

作伙伴的网站公开信息，综合进行分析，从而为不同客户出具定制化的方案，能

够精准匹配目标客户群。 

公司管理层多年拥有的行业经验及渠道资源；公司拥有丰富的广告供应商资

源，涉及各个行业各个板块，通过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广告供应商，购买广告服务

获得相应数据分析服务。公司技术团队在此基础上，结合客户需求及客观情况，

能够精准匹配目标客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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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网络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

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

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和与用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

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

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公司在进行大数据应用时获取的大数据服务产品不接触消费者个人信息，向

广告公司采购服务时取得，并根据该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客户需求及客观情况，

能够精准匹配目标客户群。 

（3）检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全 国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官网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查询，未发现公司存在因使用网络爬虫

技术等方式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而受到处罚和诉讼的情形。 

【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大数据营销的数据的获取合法合规，不存在使用网

络爬虫技术等方式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 

2、关于公司收入。申请材料显示，公司招商服务收入划分为招商外包业务

收入和营销策划业务收入，同时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招商服务可能为拓展经销商

或终端客户。请公司：（1）按照招商外包业务收入和营销策划业务收入对招商服

务收入进行分类量化分析，分别说明不同类型收入结算及确认的标准；按照招商

外包业务拓展的客户类型（经销商或终端客户）对招商外包业务收入进行分类量

化分析，举例说明哪类客户需要拓展经销商渠道，哪类客户需要拓展终端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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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拓展的客户类别不同对收入结算及确认标准的影响；（2）根据公司对业

务类型的划分，说明不同业务类别对应的单笔订单的金额范围，不同订单金额区

间对应的订单数量，订单数量及金额是否与公司实际收入相匹配。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各类业务收入的确认原则，说明执行函证程序的

过程中是否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对函证保持控制；结合核查过程说明收入是否

真实、准确、完整，收入的划分标准是否与公司实际业务情况相符，并发表明确

意见。 

公司回复: 

（1）一、关于招商服务收入分类与确认标准 

公司招商服务收入划分为招商外包业务收入和营销策划业务收入，报告期内，

公司招商服务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业务（收入）类型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招商外包业务 16,072,849.98 30,826,287.38 
营销策划业务 4,310,764.10 4,923,294.39 

合计 20,383,614.08 35,749,581.77 

对于招商外包业务，公司根据实现的招商业绩，每月与客户进行结算，按月

根据实现的业绩确认收入。在提供招商外包服务过程中，公司在每月末向客户发

送当月的《招商服务费确认单》，客户在下一月 5 日前对《招商服务费确认单》

进行盖章确认并发回给公司。《招商服务费确认单》记录当月公司为客户促成签

约的代理商或终端用户的名称、签约区域、代理级别、签约合同金额、现场支付

合同款金额、当月收到以前月度合同款金额、公司确认的招商服务费、促成签约

的公司业务员等信息。公司根据每月收到经客户盖章的《招商服务费确认单》确

认收入。 

对于营销策划服务，公司营销策划服务的客户主要为企业客户，公司为客户

提供市场调研、品牌策划、营销技术服务等，为客户量身打造营销策划方案。方

案内容主要包括：市场分析、项目包装策略、渠道建设系统落地方案、盈利分析、

手册文案、设计稿、意向加盟商问题解答、宣讲资料等。公司在完成策划服务，

并取得客户认可（且款项收回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确认收入。公司在营销策

划服务合同签订后，策划方案开始前会要求客户预付部分款项或者全部款项；策

划方案完成后，公司会向客户送达方案确认单，由客户签章确认后，策划服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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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司要求客户支付合同尾款。 

二、关于招商外包业务拓展的客户类型 

报告期内，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所服务的客户主要业务为墙板材料的销售，该

类墙板材料主要应用于室内装修装饰。公司为客户制定推广方案并进行营销推广，

促成客户与其潜在代理商或终端用户签订合同。公司根据客户签订合同并收到其

代理商或终端用户的合同款项，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作为收入。 

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所服务的客户，其签约的对象分为代理商与终端用户；其

中，代理商通过与公司客户签约购买墙板材料，再通过线下渠道进行销售；终端

用户向公司客户购买墙板材料，自己使用。 

2018 年、2019 年，公司为客户促成签约分别合计 633 笔、966 笔，签约金额

分别累计为 42,195,500.00 元、75,300,200.00 元，客户实际收到款项（即招商业

绩）分别累计为 34,769,838.73 元、66,685,438.00 元，公司根据招商业绩确认收入

分别为 16,072,849.98 元、30,826,287.38 元；公司促成客户与代理商、终端用户的

签约情况以及公司收入确认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8 年度 签约金额 订单数量 招商业绩 公司确认收入 收入占比% 
终端用户 5,074,300.00 97 2,648,035.00 1,224,091.65 7.62 
代理商 37,121,200.00 536 32,121,803.73 14,848,758.33 92.38 
合计 42,195,500.00 633 34,769,838.73 16,072,849.98 100.00 

2019 年度 签约金额 订单数量 招商业绩 公司确认收入 收入占比% 
终端用户 6,152,700.00 116 4,254,530.00 1,966,716.70 6.38 
代理商 69,147,500.00 850 62,430,908.00 28,859,570.68 93.62 
合计 75,300,200.00 966 66,685,438.00 30,826,287.38 100.00 

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所服务的客户，签约对象以代理商为主。报告期内，公司

招商外包业务所服务的客户主要业务为墙板材料的销售，招商外包服务的最终目

的是提升客户的销售水平，因此，公司在进行营销推广的过程中更主要定位于对

代理商的渠道建设，同时也考虑终端用户的购买需求。公司根据实现的招商业绩，

每月与客户进行结算，按月根据实现的业绩确认收入。招商业绩仅针对公司客户

的签约与收款金额，不区分签约对象是否为代理商或终端用户，因此不会对公司

收入结算及确认标准产生影响。 

对于公司客户来说，代理商能带来较为长期稳定销量，同时终端用户的直接

购买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销量，因此，公司客户同样接纳终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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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代理商来说，代理商可能同时代理多种品牌的产品，为降低存货风险，

代理商首次向公司客户购买的金额不会太大；若公司客户的产品力较强，市场反

应良好，代理商将会持续购买公司客户的产品进行销售。 

对于终端用户来说，直接从公司客户处购买产品，比在线下购买的产品具有

价格优势；因此，终端用户具有在公司客户处直接购买产品的意愿。 

总的来说，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拓展过程中，以拓展代理商为主，同时终端用

户也占一定比例。公司客户主要业务均为墙板材料的销售，系同一类型企业，营

销渠道以代理商为主，同时也接纳终端用户。公司确认收入所依据的招商业绩不

区分签约对象是否为代理商或终端用户，因此，不同类型的拓展对象不会对公司

收入结算及确认标准产生影响。 

（2）一、招商外包业务 

2018 年、2019 年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收入分别为 16,072,849.98 元、

30,826,287.38 元。2018 年、2019 年，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所服务的客户分别为 9

家、14 家，每一家客户均签署一份框架协议。公司按照客户实现的销售额的一定

比例收取服务费，该服务费为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收入。 

2018 年、2019 年，公司为客户促成签约分别合计 633 笔、966 笔，签约金额

分别累计为 42,195,500.00 元、75,300,200.00 元，客户实际收到款项（即招商业

绩）分别累计为 34,769,838.73 元、66,685,438.00 元，公司根据招商业绩确认收入

分别为 16,072,849.98 元、30,826,287.38 元。公司促成客户所签订单的金额，根据

不同代理商或终端用户的采购量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8 年度 订单数 订单金额合计 招商业绩 公司确认收入 
小于等于 10 万元 451 20,297,500.00 17,723,868.23 8,193,108.90 

大于 10 万元小于等于 20 万元 170 19,243,000.00 15,900,470.50 7,350,217.50 
大于 20 万元 12 2,655,000.00 1,145,500.00 529,523.58 

合计 633 42,195,500.00 34,769,838.73 16,072,849.98 
2019 年度 订单数 订单金额合计 招商业绩 公司确认收入 

小于等于 10 万元 611 33,033,200.00 28,718,938.00 13,275,735.49 
大于 10 万元小于等于 20 万元 335 37,957,000.00 35,756,500.00 16,528,948.11 

大于 20 万元 20 4,310,000.00 2,210,000.00 1,021,603.77 
合计 966 75,300,200.00 66,685,438.00 30,826,287.38 

二、营销策划业务 

2018 年、2019 年公司营销策划业务收入分别为 4,310,764.10 元、4,923,2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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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报告期内，公司服务的营销策划客户共 74 家，每一家客户均签署一份营销

策划服务合同。由于营销策划服务属于定制化服务，公司根据服务工作量、服务

内容等因素确定合同价格，因此营销策划合同价格差异较大。营销策划服务合同

金额区间、数量、获取收入情况具体如下： 

合同金额区间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合同数量 收入（元） 合同数量 收入（元） 
小于等于 10 万元 18 1,325,660.37 26 1,912,405.62 

大于 10 万元，小于等于 20 万元 12 1,861,282.98 9 1,266,037.73 
大于 20 万元，小于等于 30 万元 3 801,556.60 3 861,205.77 

大于 30 万元 1 322,264.15 2 883,645.27 
合计 34 4,310,764.10 40 4,923,294.39 

综上所述，公司招商服务收入不同业务类别对应的合同金额、数量，以及招

商外包业务中促成客户签约的订单金额、数量，均与公司业务情况以及公司实际

收入相匹配。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各类业务收入的确认原则 

【尽调程序与事实依据】 

1）询问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了解各类业务的具体情况和流程； 

2）询问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各类业务收入的确认原则； 

3）获取并检查各类业务的销售合同，对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进行复核，检

查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4）获取公司报告期内各类业务收入明细账，抽查报告期内各类业务的收入

确认会计凭证及经客户签章确认的服务费确认单、发票、销售合同等原始凭证，

进一步核实公司收入确认原则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前后各期的一致性。 

【分析过程】 

1）报告期内收入分类及收入确认原则 

公司收入主要分四类：一是招商服务收入，包括招商外包业务和营销策划业

务，其中招商外包业务根据本公司实现的招商业绩，每月与客户进行结算，按月

根据实现的业绩确认收入，营销策划业务，在完成策划服务，并取得客户认可(款

项收回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确认收入；二是电商扶贫项目收入，根据项目合

同，本公司按照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完工进度按照已发生成本占预计全部成本的

比例确定；三是产品销售收入，在客户确认收货时确认收入；四是技术服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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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服务并收讫服务款时确认收入。 

2）报告期内各类型收入情况： 

单位：元 

业务（收入）类型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招商外包业务 16,072,849.98 30,826,287.38 
营销策划业务 4,310,764.10 4,923,294.39 
电商扶贫项目 5,584,771.73 3,502,579.29 
产品销售收入 47,177.27 473,359.14 
技术服务收入   1,280,199.15 

合计 26,015,563.08 41,005,719.35 

3）各类业务的具体情况和流程 

①招商外包业务：公司与客户签订框架合同。公司按照为客户实现的销售额

（即公司实现的招商业绩，须同时满足客户与潜在代理商签约并且收到合同款项

这两个条件）的 49%收取服务费。根据招商外包服务行业惯例，公司仅对客户与

潜在代理商的首次签约收取服务费；客户与其已签约代理商后续的合同签订，公

司不再收取服务费。招商外包合同约定公司与客户每月结算一次，于次月 5 日前

结清服务款。但实际结算过程中，公司根据客户情况进行调整。例如，2018 年度，

公司与客户合作时间较短，公司会要求客户在月度间多次进行结算，当月结清当

月服务费的同时预先支付一部分招商启动资金；2019 年度，公司与客户的合作

加深后，一般会给予 3 至 6 个月的信用期。公司与客户的结算金额，以客户盖章

确认的招商服务费确认单为准。因此，招商服务费确认单是招商外包业务收入确

认的重要依据。 

②营销策划业务：由于客户对营销策划存在差异化需求，公司为客户量身打

造营销策划方案，因此公司与不同客户签订合同的服务内容存在较大差异。营销

策划业务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合同金额根据客户不同需求，合同价格区间为几

万元到二十几万元。公司在合同签订后，策划方案开始前会要求客户预付部分款

项或者全部款项；策划方案完成后，公司会向客户送达方案确认单，由客户签章

确认后，策划服务完成，公司要求客户支付合同尾款。因此，方案确认单是营销

策划业务收入确认的重要依据。 

③电商扶贫项目：报告期内仅有一笔业务发生，为公司与桐柏县商务局签署

的《桐柏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建设中农产品上行、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建设及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建设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 968 万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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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完工进度按照已发生成本占预计全部成本的比例确定。 

④产品销售收入：主要是公司通过淘宝、拼多多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取得的

收入，公司在客户在平台上确认收货或平台自动确认收货时确认收入。 

⑤技术服务收入：属于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或者专长，为客户提供的零

星服务。一是公司利用其在电子商务方面的专业能力，为电商卖家提供技术支持

服务，该类客户主要是网店经营者，规模小、服务周期短，公司逐一与客户结算。

公司一般预收服务款，或者在提供服务时收取款项。二是公司利用其在互联网营

销方面的专业能力，利用互联网为客户提供的物业租赁代理服务，报告期内该业

务发生较少，公司与客户逐一进行结算，完成出租时当即收取服务费。三是公司

为客户提供的科技项目申报服务和科技申报咨询服务，该类业务在报告期内零星

发生，其中科技项目申报服务费按照客户实际取得科技项目补助的一定比例收取，

科技申报咨询服务费按固定费用收取，均一次性收取。 

由于上述技术服务收入在报告期内均为零星发生，公司与客户逐次结算，且

服务过程较短或者缺乏书面资料（口头咨询或者直接在客户网店中操作），因而

将提供服务和款项收讫共同作为该类收入确认的依据。 
技术服务收入明细类别 2019 年度金额（元） 

电子商务技术服务 996,326.20 
物业租赁代理服务 215,571.98  
科技项目申报服务 48,883.49  
申报管理咨询服务 19,417.48  

合计 1,280,199.15  

由于上述业务公司在 2019 年度才开展，金额总体比较低，且均为公司利用

自身的技术优势或者专长，为客户提供服务，因此统一归类为技术服务业务收入。 

【核查结论】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各类业务收入的确认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2）说明执行函证程序的过程中是否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对函证保持控制 

【执行的程序】 

1）函证发出前的控制 

①核对询证函中填列的需要被询证者确认的信息是否与公司账簿中有关记

录保持一致。均采用积极式询证函，其中针对公司营业收入的函证，需要被询证

者确认的信息主要是报告期内的交易金额以及应收账款或者预收款项（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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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考虑选择的被询证者是否适当。发函前与公司沟通，取得被询证者直接处

理与公司交易的人员的联系方式，向其寄发询证函。 

③在询证函中列明的回函地址为主办券商指定地址，以确保被询证者直接向

主办券商回函。 

④检查公司提供的被询证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的真实性、准确性。将公

司提供的被询证者地址与被询证者注册地址进行核对，将公司提供的被询证者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与公司和该被询证者签署的合同中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进行核对。 

2）函证寄发时的控制 

询证函均采用邮寄方式寄发，由主办券商亲自寄发，并没有使用公司本身的

邮寄设施。 

3）对回函的控制 

①回函均取得询证函原件； 

②回函均由被询证者直接寄至主办券商； 

③核对回函快递单信息，确认回函寄出地址与发函地址一致，寄出单位名称

与被询证者一致； 

④检查询证函上加盖的印章中显示的被询证者名称与发函询证的被询证者

名称一致。 

⑤回函中均未包含免责条款或者限制条款。 

【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在函证程序的执行过程中已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对函证保持了控

制。 

（3）结合核查过程说明收入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收入的划分标准是否

与公司实际业务情况相符，并发表明确意见 

【尽调程序与事实依据】 

1）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招商服务业务的相关流程，并实施穿

行测试，以印证对公司销售业务流程的了解，未发现异常情况； 

2）检查公司销售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关键控制点，对业务环节的主要参

与人员进行询问，检查主要业务环节的关键控制文件和单据，评价和测试公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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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业务内部控制的建设、运行情况，公司的相关控制得到了执行； 

3）取得公司的收入明细账，与总账和财务报表核对，核实报告期内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等有关纳税资料，通过比对纳税申报资料数

据与销售数据的一致性，进一步确认公司收入数据真实性，将应收账款借方发生

额和预收款项借方发生额与营业收入明细账核对，未见异常； 

4）抽查报告期内的招商服务销售合同，检查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前后各期是否保持一致，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与同行业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5）实施分析程序获取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明细表，进行年度之间数据比

较及分析性复核，对各期各类业务毛利率，结合同行业情况进行分析，对收入年

度之间的波动、按照业务类别的收入波动、毛利率的波动进行了分析，进一步验

证了公司收入的真实、准确、完整； 

6）实施细节测试，从营业收入明细账中选取项目，检查记账凭证及相关客

户确认单、发票、销售合同、收款单据等，收入确认真实、准确； 

7）实施截止测试，核查收入确认是否存在跨期的情况，抽取资产负债表日

前后账面记录与销售合同、客户确认单等原始凭据进行双向核对，公司收入确认

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8）向主要客户函证交易额，实地走访主要客户，向客户了解与公司的交易

情况，公司收入真实、准确、完整； 

9）检查期后的回款情况，进一步确认公司收入的真实性。 

【分析过程】 

1）收入的划分标准 

①招商外包业务：公司与客户签订框架合同后,由公司的招商团队直接为客

户的产品或服务进行营销，按照为客户实现的销售额的 49%收取服务费。 

②营销策划业务：公司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客户制定营销策划方案，同

时根据合同，可能派出人员指导客户实施营销策划方案，但不直接派出团队为客

户进行销售。 

③电商扶贫项目：为公司承接的《桐柏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建设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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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上行、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及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建设项目》。 

④产品销售收入：主要是公司通过淘宝、拼多多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取得的

销售收入。 

⑤技术服务收入：为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或者专长，为客户提供的零星

服务。具体分类：一是公司利用其在电子商务方面的专业能力，为电商卖家提供

技术支持服务，该类客户主要是小规模的网店经营者；二是公司利用其在互联网

营销方面的专业能力，利用互联网为客户提供的物业租赁代理服务，该类业务客

户只有公司的母公司广州蓝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三是公司为客户提供的科技项

目申报服务和科技申报咨询服务，该类业务金额很低。 

2）收入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①报告期内收入及毛利情况 

单位：元 

业务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招商外包业务 16,072,849.98 10,192,047.35 36.59% 30,826,287.38 20,478,613.51 33.57% 

策划服务业务 4,310,764.10 1,108,904.99 74.28% 4,923,294.39 1,377,920.02 72.01% 

电商扶贫项目 5,584,771.73 5,442,046.25 2.56% 3,502,579.29 3,625,601.72 -3.51% 

产品销售收入 47,177.27 34,065.96 27.79% 473,359.14 345,796.51 26.95% 

技术服务收入       1,280,199.15 671,922.19 47.51% 

合计 26,015,563.08 16,777,064.55 35.51% 41,005,719.35 26,499,853.95 35.38% 

公司综合毛利率及各类业务毛利率水平均较为稳定，不存在异常波动情况。 

②综合毛利与同行业比较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公司 百程股份 瑞铂慧家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收

入 
26,015,563.08 41,005,719.35 6,414,495.86 15,514,480.57 177,522,549.46 154,524,594.11 

成

本 
16,777,064.55 26,499,853.95 2,049,723.49 9,027,768.09 120,395,407.47 104,892,825.24 

毛

利

率 

35.51% 35.38% 68.05% 41.81% 32.18% 32.12% 

与同行业公司相比，考虑收入规模，公司毛利率处于正常水平。 

③收入函证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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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2019 年度收入函证情况 

发函金额（含税） 回函金额 调整为不含税收入 
清远思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0,602,617.27 10,602,617.27 10,002,469.12 
新乡市简晖建材有限公司 6,882,082.00 6,882,082.00 6,492,530.19 
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 
3,816,674.01 3,816,674.01 3,600,635.86 

清远市自由空间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 
3,695,129.02 3,695,129.02 3,485,970.77 

广州铭盛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 
3,689,896.79 3,689,896.79 3,481,034.71 

佛山皇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93,679.81 1,593,679.81 1,503,471.52 
佛山皇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12,000.00 112,000.00 108,737.86 
上海悦照影像创意有限公司 554,300.00 554,300.00 522,924.53 
广州欧饰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488,895.33 488,895.33 461,222.01 

佛山美凯罗新材料有限公司 461,812.91 461,812.91 435,672.56 
瑞景宏盛（广东）环保材料有

限公司 
306,202.50 306,202.50 288,870.28 

湖南兆瑞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00 150,000.00 141,509.43 
长春三真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00 150,000.00 141,509.43 
仟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94,339.62 
广州永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80,086.00 480,086.00 452,911.32 
广州木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520.00 7,520.00 7,094.34 
河南营匠实业有限公司 120,054.00 120,054.00 113,258.49 
广州欧饰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97,600.00 97,600.00 92,075.47 

潘英强 10,000.00 10,000.00 9,433.96 
广州方旭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2,000.00 12,000.00 11,320.75 
胡双庆 48,300.00 48,300.00 45,566.04 
丰学花 22,100.00 22,100.00 20,849.06 
桐柏县三和大酒店 20,000.00 20,000.00 18,867.92 
陈秋红 43,800.00 43,800.00 41,320.75 

合计     31,573,595.99 
收入合计     41,005,719.35 
占比     77.00% 

单位：元 

客户 
2018 年度招商服务收入函证情况 

发函金额（含税） 回函金额 调整为不含税收入 
广州欧饰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7,172,601.02 7,172,601.02 6,766,604.73 

佛山皇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611,625.42 7,611,625.42 7,180,778.69 
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 
660,231.01 660,231.01 622,8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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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县城关壹号电子科技部 200,000.00 200,000.00 188,679.25 
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80,000.00 180,000.00 169,811.32 

合计   14,928,733.43 
收入合计   26,015,563.08 
占比   57.38% 

除上述函证情况外，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结合应收账款函证，向桐柏县商

务局函证电商扶贫项目收入 5,584,771.73 元和 3,502,579.29 元，桐柏县商务局由

于是政府部门，不愿意回函，对于该项目已实施替代测试，检查了项目投入情况、

期后回款情况和桐柏县商务局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对项目的阶段性验收记录，并

根据项目投入情况和阶段性验收记录复核了项目进度，重新计算了应确认的收入

并与公司已确认收入核对。 

同时，经走访公司的主要客户，了解到的交易情况能够与回函情况相互印证。 

④期后回款情况检查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客户的经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向公司的回款进度

也受到了影响，但经公司与客户进行沟通，截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主要客户中

除清远思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外，其他公司的回款已趋于正常，该公司也已提供

承诺函，将于 8 月底前支付。 

主要客户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元 

客户 2019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期后收款金额 
清远思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3,879,903.55 2,428,441.47 
新乡市简晖建材有限公司 1,995,510.55 1,995,510.55 
桐柏县商务局 1,936,000.00 1,000,000.00 
清远市自由空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688,261.80 1,688,261.80 
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921,876.00 921,876.00 
佛山美凯罗新材料有限公司 211,167.52 211,167.52 

【核查结论】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收入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收入的划分标准与公司

实际业务情况相符。 

3、关于公司客户。公司报告期内客户集中度较高，客户规模总体较小，前

五大客户多为设立时间短的公司，其中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佛山

皇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佛山逸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互为关联方，且连续两

年为公司的前五大客户。请公司：（1）逐一说明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的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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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服务内容、服务期限及服务成果，并据此分析公司部分客户存在关联关系的

原因，以及公司是否期后仍为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佛山皇域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佛山逸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招商服务；（2）按照订单金

额的范围、客户成立年限、客户所处行业对客户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并说明分析结

果的成因；（3）补充披露公司是否有重点拓展装饰或建材行业的计划，以及客户

为装饰建材行业企业的情况是否与装饰建材等行业的运营模式相匹配；（4）补充

披露公司是否结合客户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的特点针对客户履约能力制定

相应的风控措施。 

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公司客户的行业、规模等分布情况，并对客

户真实性、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合理性以及公司补充披露、说明或分析的其他事项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逐一说明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的获取方式、具体服务内容、服务期限

及服务成果，并据此分析公司部分客户存在关联关系的原因，以及公司是否期后

仍为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佛山皇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佛山逸

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招商服务； 

（1）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客户

名称 
获取

方式 
具体服务内容 服务期限 服务成果 

清远思

捷装饰

材料有

限公司 

行业

会议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2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313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2000
万元 

新乡市

简晖建

材有限

公司 

老客

户推

介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2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203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1500
万元 

新乡市

皇域联

科装饰

老客

户推

介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获取客户 126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90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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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有

限公司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正执行第 3 份

合同 

佛山皇

域新材

料科技

有限公

司 

老客

户推

介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3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198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1700
万元 

佛山逸

典新材

料科技

有限公

司 

老客

户推

介 

招商策划服务、招商外包服务，提供

招商策划方案，并进行招商推广与代

理。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3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14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100 万

元 

桐柏县

商务局 
招投

标 
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及农村电子商

务培训服务等 

合作了 3 年，

协议的期限为

3 年 

为桐柏县建立

了县级电子商

务服务中心并

累计培训了上

千人次，淘宝

店大量增加 

广州铭

盛世家

装饰材

料有限

公司 

行业

会议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2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109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700 万

元 

广州欧

饰皇新

材料科

技有限

公司 

互联

网推

广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 

获取客户 139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1300
万元 

上饶市

九燕实

业有限

公司 

互联

网推

广 

招商策划服务：招商咨询、品牌策

划、营销技术服务。制作市场分析、

项目包装策略、渠道建设系统落地方

案、盈利分析、手册文案、设计稿、

意向加盟商问题解答、宣讲资料等指

导材料。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2 年 

获取客户 100
家以上，累计

营业收入超

1000 万元 

湖南粤

港模科

实业有

限公司 

互联

网推

广 

招商策划服务：招商咨询、品牌策

划、营销技术服务。制作市场分析、

项目包装策略、渠道建设系统落地方

案、盈利分析、手册文案、设计稿、

意向加盟商问题解答、宣讲资料等指

导材料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 

获取客户 80
家以上，累计

营业收入超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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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客户关联方的原因：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佛山皇

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佛山逸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关联方，均是通过老

客户推介获取。上述客户与公司合作之后，取得较好的效果：新乡市皇域联科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累计获取客户 126 家，累计营业收入超 900 万元；佛山皇域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累计获取客户 198 家，累计营业收入超 1700 万元；因此逐

个推荐，与蓝奥科技进行合作。同时，上述关联方所处行业为装饰建材行业，

由于物流成本、认可度等原因，异地拓展受限，因此关联方在不同地区成立公

司，就地取材，利于在不同地区更快展业。 

（3）由于前期合作取得较好的效果，公司期后仍上述关联方为提供招商服

务，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经与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

续约。 

（2）按照订单金额的范围、客户成立年限、客户所处行业对客户数量进行

统计分析并说明分析结果的成因； 

（1）招商外包业务 

2018 年、2019 年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收入分别为 16,072,849.98 元、

30,826,287.38 元。2018 年、2019 年，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所服务的客户分别为 9

家、14 家，每一家客户均签署一份框架协议。公司按照客户实现的销售额的一定

比例收取服务费，该服务费为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收入。 

（2）营销策划业务 

2018 年、2019 年公司营销策划业务收入分别为 4,310,764.10 元、4,923,294.39

元。报告期内，公司服务的营销策划客户共 74 家，每一家客户均签署一份营销

策划服务合同。由于营销策划服务属于定制化服务，公司根据服务工作量、服务

内容等因素确定合同价格，因此营销策划合同价格差异较大。营销策划服务合同

金额区间、数量、获取收入情况具体如下： 

合同金额区间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合同数量 收入（元） 合同数量 收入（元） 
小于等于 10 万元 18 1,325,660.37 26 1,912,405.62 

大于 10 万元，小于等于 20 万元 12 1,861,282.98 9 1,266,037.73 
大于 20 万元，小于等于 30 万元 3 801,556.60 3 861,205.77 

大于 30 万元 1 322,264.15 2 883,645.27 
合计 34 4,310,764.10 40 4,923,2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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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销策划业务客户按照订单金额的范围统计情况如下： 

序号 订单金额范围 订单数量 占比 

1 30 万元（含）以上 3 4.05% 

2 20 万元（含）至 30 万元 6 8.11% 

3 10 万元（含）至 20 万元 21 28.38% 

4 10 万元以下 44 59.46% 
总计 74 100.00% 

由于客户对营销策划存在差异化需求，公司为客户量身打造营销策划方

案，公司与不同客户签订合同的服务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合同的价格区间为几

万元到几十万元。其中 20 万以下的比例占 87.84%。 

（3）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所有客户按照其成立年限统计情况如

下： 
序号 客户成立年限 客户数量 占比 

1 五年（含）以上 27 30.68% 
2 四年（含）至五年 6 6.82% 

3 三年（含）至四年 10 11.36% 

4 一年（含）至三年 26 29.55% 

5 一年以下 19 21.59% 
合计 88 100.00% 

公司客户成立年限三年以下的占比为 51.14%，成立年限五年以上的占比为

30.68%，新成立企业往往存在缺乏销售渠道、获取客户成本高等特点，而招商服

务可以为客户建立销售渠道并降低获客成本；成立时间较久的企业，也存在拓展

业务渠道的需求，因此公司潜在客户分布在各成立时间段，不受成立时间长短的

限制。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所有客户按照其所处行业统计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所处行业 客户数量 占比 

1 建材装饰行业 14 15.91% 
2 服务行业 22 25.00% 
3 物流行业 4 4.55% 

4 生产制造行业 12 13.64% 

5 互联网行业 8 9.09% 

6 科技行业 8 9.09% 

7 其他行业 20 22.73% 

合计 8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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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客户所处行业较为分散，分布在各个行业，各类企业均需要招商服

务、营销策划服务。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客户集中的情况，主要为建筑装饰装修行业客户

的招商外包服务，发生金额相对于其他客户金额较大。但该类客户数量占总客户

数量的比例较小，订单数量占总订单数量的比例较小。该情形同公司的业务模式

相符，亦是招商服务行业特性的体现。 

（3）补充披露公司是否有重点拓展装饰或建材行业的计划，以及客户为装

饰建材行业企业的情况是否与装饰建材等行业的运营模式相匹配； 

公司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五、公司经营目标

和计划”之“3、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具体措施”中补充披露。 

（1）公司未来还会继续拓展装饰或建材行业的客户，同时，也会不断涉足

其他行业，丰富公司的产品，增加公司的收入增长点。 

经过几年经营与积累，公司在装饰或建材行业积累丰富的渠道资源、客户资

源以及运营经验。公司在政策、行业信息渠道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同时该行业为

公司招商服务所擅长的行业和领域。 

（2）我国建材家装市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于 2014 年突破 4 万亿元，并保

持稳定增长态势。2018 年我国家装建材市场规模达到 4.34 万亿元，而到 2019

年的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至 4.43万亿元。我国当前精装房占比只有 30%左右，

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政策鼓励与地产商主动推动之下，我国精装房占比

持续提升。展望 2020年，2019 年项目中只有不足 50%为毛坯房，2021 年及以后

的毛坯占比更低。2020 年即将交付的住宅中精装房占比将继续提升。精装修不

断发展的趋势下，建材家装市场扩容仍将是 2020 年的重要趋势，瓷砖、内墙涂

料、防水涂料、建筑五金、石膏板等品类将继续从中受益（资料来源：中国产业

信息网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2001/825589.html）。 

同时，装饰或建材行业产业链加速整合的发展势头，为招商服务外包服务带

来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公司未来还会继续拓展装饰或建材行业的客户。 

（4）补充披露公司是否结合客户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的特点针对客户

履约能力制定相应的风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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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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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之“（二）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之“3.其他情况”中补充披露。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加强风控，公司财务中心、招商中心、法务部等部门

建立风险管理制度，目前对于规模小、成立时间较短的客户，公司一般要求客户

预付费用，根据客户的履约情况技术跟踪，并对风险事项进行及时处理。 

公司与客户达成合作意后，签订合同之前，会对客户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

中，公司会充分评估客户的产品前景和资金能力，对于家装行业，公司虽然给予

了一定的信用期，但公司每周会召开经营会议，每天汇报经营动态，对费用追收

落实到负责人，公司能充分获取客户的动态情况。 

同时，公司一般在收到预付款之后，再启动采购事宜，并且采购进度以及金

额情况严格按照客户款项支付的情况来执行。 

因此，公司针对客户履约能力，已从多方面制定相应的风控措施。 

主办券商回复： 

（1）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公司客户的行业、规模等分布情况，

并对客户真实性、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合理性以及公司补充披露、说明或分析的其

他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尽调程序与事实依据】 

1）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招商服务业务的相关流程，并实施穿

行测试，以印证对公司销售业务流程的了解，未发现异常情况； 

2）检查公司销售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关键控制点，对业务环节的主要参

与人员进行询问，检查主要业务环节的关键控制文件和单据，评价和测试公司销

售业务内部控制的建设、运行情况，公司的相关控制得到了执行； 

3）取得公司的收入明细账，与总账和财务报表核对，核实报告期内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等有关纳税资料，通过比对纳税申报资料数

据与销售数据的一致性，进一步确认公司收入数据真实性，将应收账款借方发生

额和预收款项借方发生额与营业收入明细账核对，未见异常； 

4）抽查报告期内的招商服务销售合同，检查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前后各期是否保持一致，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与同行业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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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施分析程序获取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明细表，进行年度之间数据比

较及分析性复核，对各期各类业务毛利率，结合同行业情况进行分析，对收入年

度之间的波动、按照业务类别的收入波动、毛利率的波动进行了分析，进一步验

证了公司收入的真实、准确、完整； 

6）实施细节测试，从营业收入明细账中选取项目，检查记账凭证及相关客

户确认单、发票、销售合同、收款单据等，收入确认真实、准确； 

7）实施截止测试，核查收入确认是否存在跨期的情况，抽取资产负债表日

前后账面记录与销售合同、客户确认单等原始凭据进行双向核对，公司收入确认

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8）向主要客户函证交易额，实地走访主要客户，向客户了解与公司的交易

情况，公司收入真实、准确、完整； 

9）检查期后的回款情况，进一步确认公司收入的真实性。 

【分析过程】 

（1）公司客户所处行业分布广泛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所有客户按照其所处行业统计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所处行业 客户数量 占比 

1 建材装饰行业 14 15.91% 

2 服务行业 22 25.00% 

3 物流行业 4 4.55% 

4 生产制造行业 12 13.64% 

5 互联网行业 8 9.09% 

6 科技行业 8 9.09% 

7 其他行业 20 22.73% 

合计 88 100.00% 

公司客户所处行业较为分散，分布在各个行业，各类企业均需要招商服

务、营销策划服务。 

（2）公司客户成立年限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所有客户按照其成立年限统计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成立年限 客户数量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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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年（含）以上 27 30.68% 

2 四年（含）至五年 6 6.82% 

3 三年（含）至四年 10 11.36% 

4 一年（含）至三年 26 29.55% 

5 一年以下 19 21.59% 

合计 88 100.00% 

公司客户成立年限三年以下的占比为 51.14%，成立年限五年以上的占比为

30.68%，新成立企业往往存在缺乏销售渠道、获取客户成本高等特点，而招商服

务可以为客户建立销售渠道并降低获客成本；成立时间较久的企业，也存在拓展

业务渠道的需求，因此公司潜在客户分布在各成立时间段，不受成立时间长短的

限制。 

（3）公司为前五大客户提供招商服务，并取得良好的服务效果 

客户

名称 
获取

方式 
具体服务内容 服务期限 服务成果 

清远思

捷装饰

材料有

限公司 

行业

会议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2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313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2000
万元 

新乡市

简晖建

材有限

公司 

老客

户推

介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2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203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1500
万元 

新乡市

皇域联

科装饰

材料有

限公司 

老客

户推

介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3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126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900 万

元 

佛山皇

域新材

料科技

有限公

司 

老客

户推

介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3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198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17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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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逸

典新材

料科技

有限公

司 

老客

户推

介 

招商策划服务、招商外包服务，提供

招商策划方案，并进行招商推广与代

理。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3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14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100 万

元 

桐柏县

商务局 
招投

标 
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及农村电子商

务培训服务等 

合作了 3 年，

协议的期限为

3 年 

为桐柏县建立

了县级电子商

务服务中心并

累计培训了上

千人次，淘宝

店大量增加 

广州铭

盛世家

装饰材

料有限

公司 

行业

会议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即

1 年 1 签），

正执行第 2 份

合同 

获取客户 109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700 万

元 

广州欧

饰皇新

材料科

技有限

公司 

互联

网推

广 

招商外包服务：招商推广服务，为客

户精准匹配。举办定制化的线下招商

项目推介会，邀请潜在代理商以及终

端客户实地考察或参加展会，提供咨

询应答、招商会议现场接洽服务，辅

助客户进行谈判、签约等工作。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 

获取客户 139
家，累计营业

收入超 1300
万元 

上饶市

九燕实

业有限

公司 

互联

网推

广 

招商策划服务：招商咨询、品牌策

划、营销技术服务。制作市场分析、

项目包装策略、渠道建设系统落地方

案、盈利分析、手册文案、设计稿、

意向加盟商问题解答、宣讲资料等指

导材料。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2 年 

获取客户 100
家以上，累计

营业收入超

1000 万元 

湖南粤

港模科

实业有

限公司 

互联

网推

广 

招商策划服务：招商咨询、品牌策

划、营销技术服务。制作市场分析、

项目包装策略、渠道建设系统落地方

案、盈利分析、手册文案、设计稿、

意向加盟商问题解答、宣讲资料等指

导材料 

框架协议的期

限为 1 年 

获取客户 80
家以上，累计

营业收入超

1000 万元 

（4）公司客户集中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分别为 21,171,618.36 元、

28,843,592.63 元，占当期营业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81.38%、70.34%，客户集中

度较高，主要是由于招商外包服务收入占比较高，单一招商外包服务的收入金额

较大。 

报告期内招商外包业务收入和营销策划业务收入及占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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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招商服务收入 35,749,581.77 100.00 20,383,614.08 100.00 
其中：招商外包

业务 
30,826,287.38 86.23 16,072,849.98 78.85 

营销策划业务 4,923,294.39 13.77 4,310,764.10 21.15 

1）招商外包业务 

2018 年、2019 年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收入分别为 16,072,849.98 元、

30,826,287.38 元。2018 年、2019 年，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所服务的客户分别为 9

家、14 家，每一家客户均签署一份框架协议。公司按照客户实现的销售额的一定

比例收取服务费，该服务费为公司招商外包业务收入。 

2）营销策划业务 

2018 年、2019 年公司营销策划业务收入分别为 4,310,764.10 元、4,923,294.39

元。报告期内，公司服务的营销策划客户共 74 家，每一家客户均签署一份营销

策划服务合同。由于营销策划服务属于定制化服务，公司根据服务工作量、服务

内容等因素确定合同价格，因此营销策划合同价格差异较大。营销策划服务合同

金额区间、数量、获取收入情况具体如下： 

合同金额区间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合同数量 收入（元） 合同数量 收入（元） 
小于等于 10 万元 18 1,325,660.37 26 1,912,405.62 

大于 10 万元，小于等于 20 万元 12 1,861,282.98 9 1,266,037.73 
大于 20 万元，小于等于 30 万元 3 801,556.60 3 861,205.77 

大于 30 万元 1 322,264.15 2 883,645.27 
合计 34 4,310,764.10 40 4,923,294.39 

公司营销策划业务客户按照订单金额的范围统计情况如下： 

序号 订单金额范围 订单数量 占比 

1 30 万元（含）以上 3 4.05% 

2 20 万元（含）至 30 万元 6 8.11% 

3 10 万元（含）至 20 万元 21 28.38% 

4 10 万元以下 44 59.46% 
总计 74 100.00% 

由于客户对营销策划存在差异化需求，公司为客户量身打造营销策划方

案，公司与不同客户签订合同的服务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合同的价格区间为几

万元到几十万元。其中 20 万以下的比例占 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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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招商外包服务的招商周期较长，招商规模大，时间跨度往往超过一年以

上，同时该类业务占据公司资源较多，受限于公司资金和人员规模，无法同时开

展很多个招商外包业务，从造成公司对大客户的招商外包服务收入占比较高。该

情形与公司的业务模式相符，也是招商服务行业特性的体现。 

（5）客户收入真实性分析 

①报告期内收入及毛利情况 

单位：元 

业务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招商外包业务 16,072,849.98 10,192,047.35 36.59% 30,826,287.38 20,478,613.51 33.57% 

策划服务业务 4,310,764.10 1,108,904.99 74.28% 4,923,294.39 1,377,920.02 72.01% 

电商扶贫项目 5,584,771.73 5,442,046.25 2.56% 3,502,579.29 3,625,601.72 -3.51% 

产品销售收入 47,177.27 34,065.96 27.79% 473,359.14 345,796.51 26.95% 

技术服务收入       1,280,199.15 671,922.19 47.51% 

合计 26,015,563.08 16,777,064.55 35.51% 41,005,719.35 26,499,853.95 35.38% 

公司综合毛利率及各类业务毛利率水平均较为稳定，不存在异常波动情况。 

②综合毛利与同行业比较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公司 百程股份 瑞铂慧家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收

入 
26,015,563.08 41,005,719.35 6,414,495.86 15,514,480.57 177,522,549.46 154,524,594.11 

成

本 
16,777,064.55 26,499,853.95 2,049,723.49 9,027,768.09 120,395,407.47 104,892,825.24 

毛

利

率 

35.51% 35.38% 68.05% 41.81% 32.18% 32.12% 

与同行业公司相比，考虑收入规模，公司毛利率处于正常水平。 

③收入函证情况 

单位：元 

客户 
2019 年度收入函证情况 

发函金额（含税） 回函金额 调整为不含税收入 
清远思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0,602,617.27 10,602,617.27 10,002,469.12 
新乡市简晖建材有限公司 6,882,082.00 6,882,082.00 6,492,530.19 
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 
3,816,674.01 3,816,674.01 3,600,6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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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自由空间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 
3,695,129.02 3,695,129.02 3,485,970.77 

广州铭盛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 
3,689,896.79 3,689,896.79 3,481,034.71 

佛山皇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93,679.81 1,593,679.81 1,503,471.52 
佛山皇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12,000.00 112,000.00 108,737.86 
上海悦照影像创意有限公司 554,300.00 554,300.00 522,924.53 
广州欧饰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488,895.33 488,895.33 461,222.01 

佛山美凯罗新材料有限公司 461,812.91 461,812.91 435,672.56 
瑞景宏盛（广东）环保材料有

限公司 
306,202.50 306,202.50 288,870.28 

湖南兆瑞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00 150,000.00 141,509.43 
长春三真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00 150,000.00 141,509.43 
仟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94,339.62 
广州永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80,086.00 480,086.00 452,911.32 
广州木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520.00 7,520.00 7,094.34 
河南营匠实业有限公司 120,054.00 120,054.00 113,258.49 
广州欧饰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97,600.00 97,600.00 92,075.47 

潘英强 10,000.00 10,000.00 9,433.96 
广州方旭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2,000.00 12,000.00 11,320.75 
胡双庆 48,300.00 48,300.00 45,566.04 
丰学花 22,100.00 22,100.00 20,849.06 
桐柏县三和大酒店 20,000.00 20,000.00 18,867.92 
陈秋红 43,800.00 43,800.00 41,320.75 

合计     31,573,595.99 
收入合计     41,005,719.35 
占比     77.00% 

单位：元 

客户 
2018 年度招商服务收入函证情况 

发函金额（含税） 回函金额 调整为不含税收入 
广州欧饰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7,172,601.02 7,172,601.02 6,766,604.73 

佛山皇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611,625.42 7,611,625.42 7,180,778.69 
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 
660,231.01 660,231.01 622,859.44 

桐柏县城关壹号电子科技部 200,000.00 200,000.00 188,679.25 
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80,000.00 180,000.00 169,811.32 

合计   14,928,733.43 
收入合计   26,015,563.08 
占比   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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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函证情况外，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结合应收账款函证，向桐柏县商

务局函证电商扶贫项目收入 5,584,771.73 元和 3,502,579.29 元，桐柏县商务局由

于是政府部门，不愿意回函，对于该项目已实施替代测试，检查了项目投入情况、

期后回款情况和桐柏县商务局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对项目的阶段性验收记录，并

根据项目投入情况和阶段性验收记录复核了项目进度，重新计算了应确认的收入

并与公司已确认收入核对。 

同时，经走访公司的主要客户，了解到的交易情况能够与回函情况相互印证。 

④期后回款情况检查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客户的经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向公司的回款进度

也受到了影响，但经公司与客户进行沟通，截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主要客户中

除清远思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外，其他公司的回款已趋于正常，该公司也已提供

承诺函，将于 8 月底前支付。 

主要客户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元 

客户 2019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期后收款金额 
清远思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3,879,903.55 2,428,441.47 
新乡市简晖建材有限公司 1,995,510.55 1,995,510.55 
桐柏县商务局 1,936,000.00 1,000,000.00 
清远市自由空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688,261.80 1,688,261.80 
新乡市皇域联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921,876.00 921,876.00 
佛山美凯罗新材料有限公司 211,167.52 211,167.52 

【核查结论】 

经主办券商核查，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收入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收入

的划分标准与公司实际业务情况相符，客户集中性具有合理性。 

（2）补充披露公司是否有重点拓展装饰或建材行业的计划，以及客户为装

饰建材行业企业的情况是否与装饰建材等行业的运营模式相匹配。 

【尽调程序与事实依据】 

访谈公司总经理，了解公司装饰或建材行业的计划；查询中国产业信息网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2001/825589.html）。 

【分析过程】 

（1）经公司管理层说明。公司未来还会继续拓展装饰或建材行业的客户，

同时，也会不断涉足其他行业，丰富公司的产品，增加公司的收入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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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过去几年经营与积累，在装饰或建材行业积累丰富的渠道资源、客

户资源以及运营经验。公司在政策、行业信息渠道方面占据先天优势，该行业为

公司招商服务所擅长的行业和领域，同时公司认为装饰或建材行业在未来拥有广

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公司会继续拓展装饰或建材行业的客户。 

（2）经查询，我国建材家装市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于 2014 年突破 4 万亿

元，并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18年我国家装建材市场规模达到 4.34万亿元，而

到 2019 年的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至 4.43 万亿元。我国当前精装房占比只有

30%左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政策鼓励与地产商主动推动之下，我国

精装房占比持续提升。展望 2020年，2019年项目中只有不足 50%为毛坯房，2021

年及以后的毛坯占比更低。2020 年即将交付的住宅中精装房占比将继续提升。

精装修趋势下 B 端市场扩容仍将是 2020 年的重要趋势，瓷砖、内墙涂料、防水

涂料、建筑五金、石膏板等品类将继续从中受益（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2001/825589.html）。 

同时，装饰或建材行业产业链加速整合的发展势头，为招商服务外包服务带

来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公司放弃拓展装饰或建材行业的可能性较低。 

【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蓝奥科技未来继续拓展装饰或建材行业的计划具备合理

性与真实性。 

（3）补充披露公司是否结合客户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的特点针对客户

履约能力制定相应的风控措施。 

【尽调程序与事实依据】 

访谈公司总经理，查阅公司制度；查询公司审计报告以及应收账款明细，公

司诉讼材料，查阅法律意见书。 

【分析过程】 

（1）经公司总经理说明，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加强风控，公司财务中心、

招商中心、法务部等部门建立风险管理制度，目前对于规模小、成立时间较短的

客户，公司一般要求客户预付费用，根据客户的履约情况技术跟踪，并对风险事

项进行及时处理。 

公司与客户达成合作意后，签订合同之前，会对客户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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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司会充分评估客户的产品前景和资金能力，对于家装行业，公司虽然给予

了一定的信用期，但公司每周会召开经营会议，每天汇报经营动态，对费用追收

落实到负责人，公司能充分获取客户的动态情况。同时，公司一般在收到预付款

之后，再启动采购事宜，并且采购进度以及金额情况严格按照客户款项支付的情

况来执行。 

（2）对于规模小、成立时间较短的客户，如果存在未能及时付款情况，公

司及时催付，进行反复沟通，适当时候采取诉讼手段追讨欠款。 

【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针对客户履约能力，已从多方面制定相应的风控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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