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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亿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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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贵司下发的《关于山东亿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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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山东亿顺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顺股份”、“公司”），已会同主办券商恒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山东九坤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本着勤勉尽责，诚

实守信的原则，就反馈意见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核查及讨论，现回复如下，

请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

相同。 

本回复的字体： 

仿宋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 对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公开转让说明书》修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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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1）请公司补充披露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具体业务模

式，公司与货主、车主的具体合作方式，撮合交易费的具体收取方式，是否向货

主、车主双方收取，以及收费标准；（2）请公司补充披露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时

公司如何与货主、车主进行结算，是否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是否存在资金池，

若存在，对公司资金运用的影响，是否影响公司财务独立性，是否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其他情形，补充披露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及是否

有效执行。请主办券商、会计师对前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3）请

公司细化补充披露互联网信息服务中会员服务和撮合交易服务收入构成。 

【公司回复】： 

（1）请公司补充披露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具体业务模式，公司与货主、车主

的具体合作方式，撮合交易费的具体收取方式，是否向货主、车主双方收取，以

及收费标准。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中进

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一) 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具体业务模式，公司与货主、车主的具体合作方式，

撮合交易费的具体收取方式，是否向货主、车主双方收取，以及收费标准。 

1、报告期内，公司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撮合交易服务和会员服务。其分

别的业务模式及与货主、车主的合作方式分别如下： 

项目 撮合交易服务 会员服务 

业务模式 

客户委托公司在“亿运通”平台发

布车/货信息（包括运输的起点和

终点、货物的介质、重量、运输单

价等），公司收到客户的需求后，

与客户沟通合同、价格等事项后，

签订撮合合同。公司通过“亿运通”

平台或线下为客户匹配车/货。车

主/货主接单后，进行装车运输，

公司利用平台的软硬件互通功能

跟踪货物运输过程中的状态，货物

达到目的地后，按照要求卸空货

物，最终收取撮合交易费。 

2018年至 2019年初，在公司的“亿运通”

平台注册为用户之后，用户如果想获取更

详细的车货需求信息、车主档案、货主信

息、双方联系方式或实现双方在线沟通等，

需要申请成为付费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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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撮合交易服务 会员服务 

合作方式 

车主/货主作为发起方，与公司就

危化品运输的细节沟通后，线下签

订撮合交易合同，双方按照合同履

行权利义务。 

车主/货主作为“亿运通”平台用户，为进

一步获取更详尽的信息，线下与公司签订

会员服务合同，双方按照合同履行权利义

务。 

2、撮合交易费的具体收取方式，是否向货主、车主双方收取，以及收费标

准 

项目 收取方式 是否向货主、车主双方收取 收费标准 

撮合交

易费 

按撮合交易成交量收

取费用 
仅向发起方（委托方）收取 

参考运输距离、运输介质、

服务期间天气状况、市场行

情等因素，撮合交易费分为

10元/吨至 30元/吨不等。 

” 

（2）请公司补充披露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时公司如何与货主、车主进行结算，

是否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是否存在资金池，若存在，对公司资金运用的影响，

是否影响公司财务独立性，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的其他情形，补充披露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及是否有效执行。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六、商业模式”中进

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二）公司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时，与货主、车主的结算方式，是否与第

三方支付平台合作，是否存在资金池以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的有效性 

公司与货主、车主主要通过线下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结算，极少量小额会

员费通过现金方式结算，不存在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的情形，公司仅收取相

应的撮合交易费和会员费，车主与货主对运费进行直接结算，不存在资金池，

亦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及《资金管理制度》、《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等内部制度和

三会议事规则，上述内部控制制度实施以来，均得到有效执行。” 

（3）请公司细化补充披露互联网信息服务中会员服务和撮合交易服务收入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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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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构成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互联网信息服务中会员服务和撮合交易服务收入构成具体如下： 

项目 2020 年 1-5 月 2019 年度 2018年度 

会员服

务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339,999.90 5.37 1,566,447.63 22.65 

撮合交

易服务 
5,244,999.94 100.00 5,987,158.44 94.63 5,350,793.36 77.35 

合计 5,244,999.94 100.00 6,327,158.34 100.00 6,917,240.99 100.00 

注：公司为增加“亿运通”平台的用户数量，从而增加业务量，报告期内，

公司会员服务收入逐步减少，2020 年 1-5 月已无会员服务收入。” 

【券商回复】： 

（2）请公司补充披露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时公司如何与货主、车主进行结

算，是否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是否存在资金池，若存在，对公司资金运用的

影响，是否影响公司财务独立性，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

金占用的其他情形，补充披露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及是否有效执行。请主办券商、

会计师对前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过程 

（1）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具体

结算方式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 

（2）核查公司销售合同，查看合同明细条款，了解公司与客户的具体结算

条款约定；检查收入记账凭证、运输明细表及对账单、收款凭证、银行流水及收

款收据、主要客户期后收款情况，核查实际业务执行的结算方式； 

（3）核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公司记账凭证、明

细账簿、银行流水，查阅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核查是否有效执行。 

（二）分析过程 

经核查，公司与货主、车主主要通过线下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结算，极少量

小额会员费通过现金方式结算，不存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仅收取相应的撮合

交易费和会员费，车主与货主对运费进行直接结算，不存在资金池，亦不存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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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及《资金管理制度》、《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等内部制度和三会议

事规则，上述内部控制制度实施以来，均得到有效执行。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的情形，不存在

资金池，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其他情形，公司相

关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执行。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核查意见及结论具体参见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关于山东亿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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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现金交易。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报告期内

是否存在现金交易，说明各期现金结算的金额及占比；（2）现金结算的原因及必

要性，是否与公司业务情况或行业惯例相符；（3）公司是否按照《企业内部控制

应用指引》等相关内控制度要求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相关内控制度设计是否

合理、执行是否有效，提供相应依据；（4）交易方是否为公司关联方；（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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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减少现

金交易所采取的改进措施及进展情况；（7）是否存在现金坐支情形，说明金额、

占比及规范时点；（8）是否存在个人卡收付款的情形，如存在，说明金额及占比、

规范时点，并说明核查程序。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相关事项。 

【券商回复】： 

（一）核查过程 

（1）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收入、采购结算方式、

是否存在现金交易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 

（2）核查公司销售合同，查看合同明细条款，了解公司与客户的具体结算

条款约定；检查收入记账凭证、运输明细表及对账单、收款凭证、银行流水及现

金收款收据、主要客户期后收款情况，核查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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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结算收入占比，是否存在个人卡收款等情形，比对现金收入、现金缴款单及银

行流水，核查是否存在现金坐支情况； 

（3）核查公司采购合同，查看合同明细条款，了解公司与供应商的具体结

算条款约定；检查采购记账凭证、发票、签收单、付款凭证、银行流水及现金付

款情况、主要供应商期后付款情况，核查采购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核查

是否存在现金支付采购的情况、是否存在个人卡付款等情形； 

（4）核查公司记账凭证、明细账簿、银行流水，查阅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

度，核查公司内控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及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5）查阅关联方清单，核查相关交易方是否为公司关联方。 

（二）分析过程 

（1）报告期内，公司极少量小额会员费通过现金方式结算，公司各期现金

结算的金额及占比如下： 

项目 2020 年 1-5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现金结算的金额（元） - - 6,240.00 

占当期收入的比重（%） - - 0.06 

（2）现金结算的原因及必要性：2018 年 6 月，公司“亿运通”上线，用户

在公司的“亿运通”APP 平台注册后，如果想获取更详细的车货需求信息、车主

档案、货主信息、双方联系方式或实现双方在线沟通等，需要交纳会员费。由于

个别零星客户的会员费金额较小，客户为出于方便，以现金方式进行结算，符合

公司当时的业务情况。 

（3）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相关内控制度的要求建立了

《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制度》、《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制度》、《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上述内控制度的要求，公司销售与采购的收付款禁止以现金方式结算，通过

银行转账或票据等非现金方式进行结算。2019 年以来，公司已完全杜绝了现金

结算方式，销售与采购均通过银行转账进行结算，相关内控制度设计合理且得到

有效执行。 

（4）经核查关联方清单，交易方不属于公司关联方。 

（5）经核查公司销售合同、收入记账凭证、运输明细表及对账单、收款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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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银行流水及现金收款收据、主要客户期后收款情况，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数据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除 2018 年存在极少量现金收入 6,240.00

元，报告期内收入均通过银行转账形式结算；经比对现金收入、现金缴款单及银

行流水，不存在现金坐支情形，不存在个人卡收款情形； 

经核查公司采购合同、采购记账凭证、发票、签收单、付款凭证、银行流水、

现金付款情况、主要供应商期后付款情况，公司报告期内采购业务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报告期内采购业务付款均通过银行转账对外支付、

不存在现金坐支情形、不存在个人卡付款情形。 

（6）为减少现金交易，公司制定了《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制度》、《采购

与付款内部控制制度》、《资金管理制度》，严格要求销售与采购的收付款通过

银行转账或票据等非现金方式进行，2019 年以来，公司已完全杜绝了现金结算

方式，销售与采购均通过银行转账进行结算。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仅 2018 年存在极少量小额会员费

通过现金方式结算，占比较低，符合公司实际的业务情况；公司已按照《企业内

部控制应用指引》等相关内控制度要求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且得到有效执

行；现金交易方不属于公司关联方；报告期经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资金体外循环；2019 年以来，公司已完全杜绝了现金结算方式；报告期内，公

司不存在现金坐支情形；不存在个人卡收付款的情形。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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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付款方式”之“1.现金或个人卡收款”中进行了补充披

露，具体如下：“ 

项目 
2020 年 1月—5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现金收款 - - - - 6,240.00 0.06 

个人卡收款 - - - - - - 

合计 - - - - 6,240.00 0.06 

（1）2018 年 6 月，公司“亿运通”上线，用户在公司的“亿运通”APP 平

台注册后，如果想获取更详细的车货需求信息、车主档案、货主信息、双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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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方式或实现双方在线沟通等，需要交纳会员费。由于个别零星客户的会员费

金额较小，客户出于方便，以现金方式进行结算，符合公司当时的业务情况。 

（2）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相关内控制度的要求建立了

《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制度》、《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制度》、《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上述内控制度的要求，公司销售与采购的收付款禁止以现金方式结算，通

过银行转账或票据等非现金方式进行结算。2019 年以来，公司已完全杜绝了现

金结算方式，销售与采购均通过银行转账进行结算，相关内控制度设计合理且

得到有效执行。 

（3）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除

2018 年存在极少量现金收入 6,240.00 元，报告期内收入均通过银行转账形式结

算；不存在现金坐支情形，不存在个人卡收款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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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亿顺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项目组成员： 

                                                       

张清华              栾天                  希迪 

 

项目负责人：             

                刘曙光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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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山东亿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

亿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

章页） 

  

  

  

  

  

  

  

  

  

  

  

  

山东亿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