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16        证券简称：亚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8-040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

对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8】第11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

理部的要求，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做出了书面说明。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34亿元，同比增长47.35%，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2,434.82万元，同比下降

1,05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

非后净利润”）为-2,631.86万元，同比增长57.9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1,626万元，同比增长70.67%。上述指标发生明显变化的主要原因为你公司

2016年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较高的非经常性损益以及2017年第四季度开始

将前期收购的上海即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即富”）纳入合

并报表，合并报表财务数据的可比性不强。请你公司结合上海即富2016年财务

数据以及专网通信和第三方支付两大主营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分两大业务板

块分别说明在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等主要财务数据上发生增减变动的具体情况，并对重大变动具体原因予以说

明。 

回复： 

2017年及2016年财务数据分专网通信和第三方支付两大主营业务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经营指标 
专网通信 第三方支付（四季度） 

2017年 2016年 增长率 2017年 2016年 增长率 



营业收入 44,357.90 70,181.29 -36.80% 59,056.48 36,314.11 62.63% 

归母净利润 -7,610.89 254.15 -3094.66% 5,176.07 3,938.98 31.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 -7,784.63 -6,254.34 -24.47% 5,152.77 3,925.47 3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18.51 952.72 -2075.24% 20,444.51 7,142.56 186.23% 

专网通信业务经营指标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1）专网通信业务2017年营业收入较2016年下降36.8%，主要原因有：

①2017年公司为了提升项目盈利能力，放弃了部分低毛利的项目导致承接项目有

所减少，对应确认收入金额有所减少；②营改增之后，确认收入的计量基础发生

了变化，前期按营业税确认收入时，以全部营业收入（计量价）为营业税计量基

础，后续改为增值税之后，因增值税为价外税，税基是不含增值税的收入，需要

以计量价除1.11来确认收入，该部分影响金额约1,800万元；③2017年部分地铁项

目因属于整个项目的后期施工，部分项目的前期土建施工未完成导致公司承接项

目的执行未达预期，导致2017年该部分收入无法确认。 

（2）专网通信业务2017年归母净利润较2016年下降3,094.66%，主要原因有：

①2017年专网通信业务收入因承接项目减少、营改增的影响以及项目执行未达预

期导致2017年较2016年有所下降；②同时，2016年专网通信业务归母净利润较高

主要系当年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较高的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3）专网通信业务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较2016年下降

24.47%，主要受2017年专网通信业务营业收入下降、归母净利润下降所致（2017

年专网通信业务营业收入下降、归母净利润下降的原因详见回复一（1）、（2））； 

（ 4） 2017年专网通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6年下降

2,075.24%，主要原因系2017年专网通信业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

2016年下降了1.08亿。 

第三方支付经营指标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1）第三方支付业务2017年四季度营业收入较2016年四季度上升62.63%，主

要系2017年度上海即富围绕“小微商户数据服务商”的战略定位，通过销售多种

MPOS，智能POS等市场主流的POS机型，为个人、小微企业及行业客户提供第

三方支付服务，扩大银行卡受理渠道对各行业的渗透，实现了终端销售收入和手

续费收入的高速增长； 

（2）第三方支付业务2017年四季度归母净利润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母净利润较2016年四季度上升31.41%和31.26%，主要系营业收入上升所致； 



（3）第三方支付业务2017年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16年四

季度上升186.23%，主要系2017年四季度经营收款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所致。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交通工程系统集成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55亿元，同比

下降42.04%；专网通讯解决方案实现营业收入1.85亿元，同比下降29.14%。请

结合专网通讯行业整体经营状况、竞争格局、公司市场地位、主营业务开展情

况，说明相关业务营业收入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在专网通信领域，技术领先同时拥有品牌及渠道优势的企业占据着行业大多

数市场份额。在国内，国有大型企业占据行业第一梯队，民营企业市场占有率有

限，公司属于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之一，多年的深耕使得公司获得了稳定的客户

群体以及良好的口碑。 

近几年来，受国网集中招投标的影响，公司在国网集采中的份额有所削减，

在交通行业领域，由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特殊性，地铁建设项目均为公开招投

标形式，属于城市重大建设工程，受到地方财政、城市规划、地方政策等因素影

响，行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长期性。同时，地铁建设过程中，公司的业务属于

整个建设过程中的后期施工，部分工期进度受到前期土建施工影响较大。鉴于上

述原因，导致2017年轨道交通业务收入有所下降。同时，轨道交通业务板块积极

开拓新领域，报告期内，中标云南省红河州滇南中心城市群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

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11月18日开始试运行，该项目实现公司在云南市场的业务

突破，也为公司未来进军全国有轨电车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速公路业务方

面，2017年在保持原有高速机电市场规模的情况下，继续加强对城市智能交通的

开拓，同时向产品领域发展，启动城市交通雷达的研发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交通工程系统集成实现营业收入2.55亿元，同比下降42.04%，

主要原因有：（1）2017年公司为了提升项目盈利能力，放弃了部分低毛利项目导

致承接项目有所减少，故2017年交通工程系统集成行业的毛利率较去年上升

4.14%；（2）营改增之后，确认收入的计量基础发生了变化，前期按营业税确认

收入时，以全部营业收入（计量价）为营业税计量基础，后续改为增值税之后，

因增值税为价外税，税基是不含增值税的收入，需要以计量价除1.11来确认收入，



该部分影响金额约1,800万元。 

报告期内，无线专网通信产业链大致分为上游原材料，设备制造、下游客户

与应用，随着未来技术趋势向宽带LTE发展，在下游应用会衍生出更多新的服务

模式和细分领域。具体就各环节而言：（1）上游的电子元器件、五金结构件、常

规通信设备器件等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属于完全竞争性行业；（2）中游设备制造

是无线专网领域的基础设施和核心，主要包括终端和接入基站系统、传输层网络

和控制层与应用层的用于实现多种功能的平台服务器等；（3）下游客户可简单划

分为政府与公共安全、公用事业和工商业。下游应用包括传统的集群语音对讲与

指挥调度，以及面向不同行业的工作流定制的业务应用。就规模与趋势而言，专

网产业链目前以中游的设备制造商较为集中，上游与下游因为原材料的通用性与

客户的地域性和长尾，均较为分散，我公司处于下游行业，同业竞争激烈，市场

占有率不高，毛利率低，专网通讯解决方案实现营业收入1.85亿元，同比下降

29.14%，主要原因为前期承接项目有所减少，同时，部分项目执行未达预期。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91亿元，占同期营业

收入比重为57.11%，主要为上海即富从第四季度开始纳入合并报表所贡献。其

中，收单服务实现收入5.73亿元，毛利率为48.13%；硬件销售实现收入1,602.51

万元，毛利率为19.96%。年报披露，上海即富围绕“小微商户数据服务商”的战

略定位，收入来源包括手续费收入和终端销售收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21亿

元，同比增长102.78%；净利润3.01亿元，同比增长88.42%；第三方支付业务累

计处理交易金额为18,666.21亿元，同比增长195.29%。请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请结合上海即富旗下子公司上海点佰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支

付业务许可证》所认可的经营范围，分别披露其在银行卡收单等各细分领域的

经营业绩、盈利模式及其差异。 

回复： 

上海即富旗下子公司上海点佰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佰趣”）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顺利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业务许可证》续展申请审核，

继续开展银行卡收单业务（全国），同时被批准合并温州之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支付业务，增加预付卡发行与受理（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广东省）业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点佰趣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前完成相关支付业务承接工

作，并于 2017年 6月 27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续展后的《支付业务许可证》，

许可证号：Z2004431000010，业务类型：银行卡收单（全国）、预付卡发行与受

理（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广东省），有效期至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点佰趣主要从事银行卡收单业务，作为银行卡收单机构，为特约商户提供授

权请求、账单结算、资金结算等服务，按照实际发生的交易资金及签约费率于交

易完成后确认服务收入的实现。 

点佰趣的收单业务均为手续费收入，细分领域的不同主要是 POS 机硬件的

差异，可分为：MPOS 支付、大 POS 支付。MPOS 支付、大 POS 支付 2017 年 4

季度的经营业绩如下： 

单位：元 

主要产品 4 季度交易金额 4 季度手续费收入 

MPOS 191,337,536,864.30 345,870,656.70 

大 POS 144,470,653,659.74 224,213,546.74 

合计 335,808,190,524.04 570,084,203.44 

MPOS 支付、大 POS 支付盈利模式如下： 

MPOS 支付、大 POS 支付盈利模式一致，都是通过代理商推广各类 POS 机，

为特约商户提供授权请求、账单结算、资金结算等服务获取服务费收入，按照一

定比例计算分润给代理商，收入与分润的差额部分为公司的盈利区间。 

MPOS 支付、大 POS 支付的差异：1）机器大小、价格不同，MPOS 机器小、

价格低。大 POS 支付机器相对较大、价格较高。2）受众不同，MPOS 主要受众

为小微商户或者个人便民支付等，大 POS 主要受众为大中型商户。 

（2）请以列表方式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上海即富在各类业务项下的总交易金

额及其增速、手续费率、收入确认方式。 

回复： 

主要业务总交易金额及同比上年 4 季度增速如下： 

单位：亿元 

主要产品 2017 年 4 季度交易额 2016 年 4 季度交易额 增速 

MPOS 1,913.38 831.46 130.12% 

大 POS 1,444.71 33.61 4,198.82% 

合计 3,358.08 865.07 288.19% 



注：大 POS 增速同比增加 4,198%，主要原因：2017 年上海点佰趣集中力量

在各大区主推大 POS 业务。 

主要业务手续费率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手续费率 

MPOS 0.55%-0.72% 

大 POS 0.5%-0.6% 

收入确认方式： 

各业务收入确认方式一致。按照实际发生的交易资金及签约费率于交易完成

后确认服务收入的实现。 

（3）请结合同行业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业绩实现情况、收入确认和成本结

转等会计处理、收入成本明细情况等，具体说明你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毛利率

水平的合理性。 

回复： 

选取海联金汇（002537）、新大陆（000997）同行业公司作为可比公司，查

阅其2017年度报告及相关披露资料，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业绩实现情况对比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备注 

海联金汇 54,495.31 23,400.22 57.06% 全年 

上海即富 59,056.48 31,013.89 47.48% 四季度 

新大陆 154,050.69 107,846.14 29.99% 全年 

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等会计处理： 

海联金汇的收入确认原则： 

第三方支付服务收入：公司在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时，向客户支取的支付服

务费用，于支付业务服务提供时确认收入。 

新大陆的收入确认原则： 

商户运营及增值业务收入包括收单服务收入和便民服务收入，其中： 

收单服务收入：根据银行卡收单业务许可，为特约商户提供授权请求、账单

结算、资金结算等服务，按照POS机实际发生的交易资金及签约费率确认服务收

入的实现。 

便民服务收入：根据与便民业务服务提供商签订的合同，按照便民POS机实

际发生的交易量及约定的分成费用率确认服务收入的实现。 



从收入确认方式上看，各家支付公司是保持一致的。 

从成本结转方式上看，各上市公司年报均未披露，无法对比。上海即富成本

结转方式为：结转的成本为给代理商的分润。每月结转的成本为当月交易量对应

实际应支付给代理商的分润金额。该金额为计算机系统计算数据，收入成本期间

配比，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针对各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毛利率情况，从三家的对比可以看出毛利率方面

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海联金汇第三方支付业务包括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

银行卡收单，互联网支付业务毛利率水平相对较高。新大陆的银行卡收单业务中

包括便民服务业务，该项业务毛利率较低。上海即富具有合规且有竞争力的终端

费率体系，完善的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和场景。并且上海即富的客户主要以小微

商户为主，因为客户对价格的敏感度偏低，所以价格比较稳定，毛利率也相对较

高。 

对比同行业的情况，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毛利率水平基本处于行业平均水

平，比较合理。 

（4）请补充披露第三方支付业务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 

回复：公司四季度第三方支付的前五大客户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代理商名称 硬件收入 硬件成本 毛利 毛利率 

青岛紫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3.99 139.06 4.93 3.42% 

北京瑞通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9.66 87.39 32.27 26.97% 

上海金印贝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18.12 116.42 1.70 1.44% 

浙江胡洁统 111.88 111.75 0.13 0.11% 

河南众诚联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3.50 111.03 -7.53 -7.27%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会计师复核了公司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

据进行了核对。会计师认为：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营业收入的会计处理正确、列

报公允。 

 

四、年报披露，你公司在职员工数量合计为1,002人，其中生产人员披露数



据为0。请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开展情况，说明上述数据是否披露有误，如是，请

更正错误数据并做好各专业人员的数据统计工作。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实现了由专网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业务，变更为专网

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业务与金融科技业务双主业。公司在专网通信技术领域，主要

为能源、交通等行业提供信息通信技术解决方案，出售的产品基本上来自外购。

公司董事会聘任了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分别设置了

研发中心、资质管理部、市场部、交付管理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总裁办、

品牌公关部、董事会秘书处、内部审计部等职能管理部门，无生产部门，故无生

产人员。另一方面，公司在金融科技业务领域开展的业务，主要包括第三方支付、

大数据、金融等，均属于服务性质，上海即富围绕“小微商户数据服务商”的战略

定位，通过销售多种MPOS，智能POS等市场主流的POS机型，为个人、小微企

业及行业客户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销售的产品主要为外购，亦无生产人员。 

 

五、年报披露，你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中，“按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适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其中，针对第三方

支付业务以外的应收款项，账龄在1年以内（含1年）的，不计提坏账准备；账

龄在1-2年的，计提比例为2%。请结合第三方支付业务外产生的应收账款实际情

况和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说明你公司该类应收款项坏

账准备计提比例设置的合理性、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的充分性。请年审会计师就

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回复： 

（1）我公司的坏账计提方式如下： 

①单项金额重大（100万元（含）以上）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

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

试。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

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②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定依据、坏账准备计提

的方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第三方支付业务以外的应收款项  

1 年以内（含 1 年） - 

1 至 2 年 2.00% 

2 至 3 年 10.00% 

3 年以上 20.00% 

 

（2）公司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账龄 
同行业其他公司坏账计提比例 

烽火通信 国电南瑞 东软集团 

1 年以内小计 1.00% 5.00% 1.00% 

1 至 2 年 3.00% 10.00% 2.00% 

2 至 3 年 5.00% 20.00% 5.00% 

3 至 4 年 20.00% 30.00% 10.00% 

4 至 5 年 50.00% 50.00% 1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我公司第三方支付以外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政策，是依据公司的业务特

征和客户性质制定的：第一类是专网通讯解决方案，主要客户为国家电网、南方

电网等大型国企；第二类是交通工具系统集成业务，主要客户为上市公司、事业

单位和政府部门；第三方支付以外的业务主要客户都具有良好的信誉和优良的资

源，信用评级相对较高。从近几年的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分析，我公司暂无因客户

财务信用状况恶化导致发生实质性坏账损失的情况。公司主要业务的应收账款大

多在 2-3 年收回。 

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针对第三方支付业务以外的应收款项公司按信

用风险特征组应收账款总额 47,589.34 万元，其中 1 年（含）以内的应收账款

16,370.81 万元，占比 34.40%；1 至 2 年的应收账款 13,287.34 万元，占比 27.92%；

2 至 3 年的应收账款 6,832.84 万元，占比 14.36%；3 年及以上的应收账款 11,098.35

万元，占比 23.32%。 

公司针对第三方支付业务以外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会计政策坚持一贯原则

而一直未改变，符合公司本身的业务特征和客户性质，计提比例合理、充分。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会计师复核了公司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证据进行了核对。会计师认为：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外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



比例设置基本合理、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是充分的。 

 

六、请区分专网通讯和第三方支付业务，补充披露各业务项下的应收账款

在不同账龄分布下的期末余额、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和计提比例，并说明坏账准

备计提政策的执行情况。 

回复： 

（1）公司 2017 年专网通信业务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账龄 专网通讯 计提坏账准备额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6,370.81 - - 

1 至 2 年 13,287.34 265.75 2% 

2 至 3 年 6,832.84 683.28 10% 

3 年以上 11,098.35 2,227.03 20% 

合计 47,589.34 3,168.70  

（2）公司 2017 年第三方支付业务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账龄 第三方支付业务 计提坏账准备额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小计 8,835.39 441.769339 5% 

1 至 2 年 3,679.91 735.981257 20% 

2 至 3 年 1,331.63 665.815 50% 

3 年以上 - -  

合计 13,846.92 1,843.57  

（3）2017 年公司严格按照规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进行坏账准备的计提工

作，具体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表所示：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按单位） 应收账款 计提坏账准备额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山西锐博科技有限公司 372.79 372.79 100% 预计难于收回 

四川美达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898.00 898.00 100% 预计难于收回 

深圳市星鸣贸易有限公司 773.95 773.95 100% 预计难于收回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 426.95 426.95 100% 预计难于收回 

浙江省电力公司台州电业局 262.50 262.50 100% 预计难于收回 

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 511.89 511.89 100% 预计难于收回 

甘肃省电力信息中心 224.54 224.54 100% 预计难于收回 



雅安市星余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25.00 625.00 100% 预计难于收回 

石家庄厚博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58.30 158.30 100% 预计难于收回 

合计 4,253.92 4,253.92   

②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表

所示（前面专网通讯业务和第三方支付业务计提数据合计）： 

单位：万元 

账龄 2017 计提坏账准备额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小计 25,206.19 441.77 1.75 

1 至 2 年 16,967.25 1,001.73 5.9 

2 至 3 年 8,164.47 1,349.10 16.52 

3 年以上 11,098.35 2,227.03 20.07 

合计 63,453.26 5,019.63 8.17 

③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计提情况。 

公司 2017 年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无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因

此 2017 年该部分计提坏账准备为 0 元。 

 

七、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1.08亿元，较年初增长75%。请结

合预付款项性质、公司采购模式、同行业公司预付款项的情况等，说明公司预

付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1.08亿元，较年初增长75%，增长额4,645.59万元，

其中上海即富的预付账款金额2,736.39万元属于2017年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产生；

剩余1,909.20万元系公司为了取得价格优惠采取预付货款方式进行备货、分批到

货产生的暂未与供应商结算的预付款项。 

上海即富预付账款2,736.39万元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预付款类别 期末余额 

1 硬件采购预付款 394.88 

2 资产采购预付款 547.76 

3 待清算款 1,746.65 

4 其他预付款 47.09 

 总计 2,736.39 

其中：硬件采购预付款主要为支付给供应商的硬件采购预付款，一般预付

款比例为30%，款账期为6个月。同行业例如拉卡拉，预付款比例为30%，尾款



账期3-6个月；资产采购预付款主要为行政类、技术类资产采购预付款，一般预

付款比例为30%，尾款视项目周期确定。与同行业不具对比性，根据每个公司

跟供应商的协商的结果而定。待清算款为2017年12月31日银联未结算给点佰趣，

但点佰趣已结算给商户的资金。其他预付款主要为一些房租、物业等费用类的

预付款。 

 

八、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1.26亿元，其中往来款期末余额

6,927.05万元。“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表中性质为

往来款的仅1家，为你公司与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往来款

233.59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年度内往来款项的具体内容、形成原因，前五名

其他应收款对象、款项性质、金额等信息是否填列准确，并核实其中是否存在

应收关联方款项、是否需要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意

见。 

回复： 

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往来款 6,927.05万元，主要包括 2017年母公司的 2,058.83

万元（其中，长期挂账的预付款重分类 1,248.89 万元，与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挂账 233.59 万元系开具保函的保证金，取消合同应收退款 116.86

万元，项目保证金 100 万元，备用金 64.46 万元，押金等往来 295.04 万元），控

股子公司上海即富的 4,662.59 万元（其中，履约保证金 2,500 万元，办公楼租赁

押金 743.34 万元，待认证进项税 535.69 万元，所得税待退税 229.85 万元，支付

供应商押金等 130.24 万元，备用金等 523.47 万元）。 

年度报告披露的前五名其他应收款对象、款项性质、金额等信息部分填列不

准确，准确的前五名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末

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

末余额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

司济南分公司 
往来款 25,000,000.00 1-2 年 19.82% 5,000,000.00 

重庆市涪陵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金 10,000,000.00 1 年以内 7.93% 0 

深圳市中兴系统集成技术有限

公司 
往来款 5,100,000.00 1 年以内 4.04% 0 



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保证金 3,200,000.00 1 年以内 2.54% 0 

厦门海纳生财投资有限公司 往来款 3,100,000.00 1 年以内 2.46% 0 

合计  46,400,000.00  36.79% 5,000,000.00 

其中不存在应收关联方款项，亦不存在需要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的情形。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会计师复核了公司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

证据进行了核对。会计师认为：除其他应收款前五名部分信息填列不准确外，

其他应收款中往来款不存在应收关联方款项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四节-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规定的对外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等行为。 

 

九、请在年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部分补充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

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回复：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年末余额 占比 

1 湖南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款 6,549.06 9.97% 

2 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货款 2,887.67 4.40% 

3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货款 2,029.10 3.09% 

4 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货款 1,758.30 2.68% 

5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货款 1,346.00 2.05% 

 合计  14,570.14 22.18%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年末余额 占比 

1 深圳市中兴系统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货款 789.72 7.29% 

2 北京傲天智达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597.5 5.51% 

3 上海辉电电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货款 556.9 5.14% 

4 湖南承希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343.77 3.17% 

5 江苏中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货款 337.86 3.12% 

 合计  2,625.75 24.23% 



 

十、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第二十七条的要求，补充披露本年度不同行

业、不同产品的营业成本主要构成项目，具体金额及其在营业成本中的占比情

况。 

回复： 

本年度公司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营业成本主要构成项目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营业成本 

总额 

营业成本细分 

硬件成本 占比 工程成本 占比 软件成本 占比 服务费 占比 

分行业          

电力行业 15,818.84 13,988.45 20.14% -  130.32 0.19% 1,402.29 2.02% 

交通、其他行业 22,612.88 7,839.32 11.29% 14,093.07 20.29% 203.80 0.29% 774.47 1.12% 

第三方支付行业 31,013.89 1,283.94 1.85% -  -  29,729.95 42.81% 

分产品 - -  -  -  -  

交通工程系统集成 22,612.88 7,839.32 11.29% 14,093.07 20.29% 203.80 0.29% 774.47 1.12% 

专网通讯解决方案 15,818.84 13,988.45 20.14% -  130.32 0.19% 1,402.29 2.02% 

收单服务 29,729.95 - 0.00% -  -  29,729.95 42.81% 

硬件销售 1,282.72 1,282.72 1.85% -  -  -  

其他 1.22 1.22 0.00% -  -  -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6月11日 


	上海即富旗下子公司上海点佰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佰趣”）于2016年12月20日，顺利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业务许可证》续展申请审核，继续开展银行卡收单业务（全国），同时被批准合并温州之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业务，增加预付卡发行与受理（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广东省）业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点佰趣于2017年6月21日前完成相关支付业务承接工作，并于2017年6月27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续展后的《支付业务许可证》，许可证号：Z2004431000010，业务类型：银行卡收单（全国...
	点佰趣主要从事银行卡收单业务，作为银行卡收单机构，为特约商户提供授权请求、账单结算、资金结算等服务，按照实际发生的交易资金及签约费率于交易完成后确认服务收入的实现。
	点佰趣的收单业务均为手续费收入，细分领域的不同主要是POS机硬件的差异，可分为：MPOS支付、大POS支付。MPOS支付、大POS支付2017年4季度的经营业绩如下：
	单位：元
	MPOS支付、大POS支付盈利模式如下：
	MPOS支付、大POS支付盈利模式一致，都是通过代理商推广各类POS机，为特约商户提供授权请求、账单结算、资金结算等服务获取服务费收入，按照一定比例计算分润给代理商，收入与分润的差额部分为公司的盈利区间。
	MPOS支付、大POS支付的差异：1）机器大小、价格不同，MPOS机器小、价格低。大POS支付机器相对较大、价格较高。2）受众不同，MPOS主要受众为小微商户或者个人便民支付等，大POS主要受众为大中型商户。
	回复：
	主要业务总交易金额及同比上年4季度增速如下：
	单位：亿元
	注：大POS增速同比增加4,198%，主要原因：2017年上海点佰趣集中力量在各大区主推大POS业务。
	主要业务手续费率情况如下：
	收入确认方式：
	各业务收入确认方式一致。按照实际发生的交易资金及签约费率于交易完成后确认服务收入的实现。
	（3）请结合同行业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业绩实现情况、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等会计处理、收入成本明细情况等，具体说明你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
	回复：
	从收入确认方式上看，各家支付公司是保持一致的。
	从成本结转方式上看，各上市公司年报均未披露，无法对比。上海即富成本结转方式为：结转的成本为给代理商的分润。每月结转的成本为当月交易量对应实际应支付给代理商的分润金额。该金额为计算机系统计算数据，收入成本期间配比，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对比同行业的情况，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毛利率水平基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比较合理。
	（4）请补充披露第三方支付业务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
	回复：公司四季度第三方支付的前五大客户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公司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我公司第三方支付以外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政策，是依据公司的业务特征和客户性质制定的：第一类是专网通讯解决方案，主要客户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大型国企；第二类是交通工具系统集成业务，主要客户为上市公司、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第三方支付以外的业务主要客户都具有良好的信誉和优良的资源，信用评级相对较高。从近几年的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分析，我公司暂无因客户财务信用状况恶化导致发生实质性坏账损失的情况。公司主要业务的应收账款大多在2-3年收回。
	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针对第三方支付业务以外的应收款项公司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应收账款总额47,589.34万元，其中1年（含）以内的应收账款16,370.81万元，占比34.40%；1至2年的应收账款13,287.34万元，占比27.92%；2至3年的应收账款6,832.84万元，占比14.36%；3年及以上的应收账款11,098.35万元，占比23.32%。
	公司针对第三方支付业务以外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会计政策坚持一贯原则而一直未改变，符合公司本身的业务特征和客户性质，计提比例合理、充分。
	（1）公司2017年专网通信业务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公司2017年第三方支付业务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3）2017年公司严格按照规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进行坏账准备的计提工作，具体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表所示：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②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表所示（前面专网通讯业务和第三方支付业务计提数据合计）：
	单位：万元
	③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计提情况。
	公司2017年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无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因此2017年该部分计提坏账准备为0元。
	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往来款6,927.05万元，主要包括2017年母公司的2,058.83万元（其中，长期挂账的预付款重分类1,248.89万元，与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挂账233.59万元系开具保函的保证金，取消合同应收退款116.86万元，项目保证金100万元，备用金64.46万元，押金等往来295.04万元），控股子公司上海即富的4,662.59万元（其中，履约保证金2,500万元，办公楼租赁押金743.34万元，待认证进项税535.69万元，所得税待退税229.85万元，支付供应商...
	年度报告披露的前五名其他应收款对象、款项性质、金额等信息部分填列不准确，准确的前五名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其中不存在应收关联方款项，亦不存在需要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的情形。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本年度公司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营业成本主要构成项目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