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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天健审〔2019〕8867 号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趣广告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利润表》(以下简称业

绩考核利润表)按照以下所列商定程序进行了审核，该等程序业经利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欧股份公司)董事会同意，其充分性和适当性由利欧股份

公司董事会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相关服务准则第 4101 号

—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和与利欧股份公司签订的业务约定书的相关要求

执行商定程序，并报告执行程序的结果。本报告仅供利欧股份公司董事会对智

趣广告公司管理层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提供参考。 

现将对智趣广告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考核利润表》执行的程序及得出

的结果报告如下： 

一、业绩考核利润表的编制基础 

业绩考核利润表是以经审计的智趣广告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为基础，并

根据利欧股份公司与智趣广告公司原股东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迹象信息)、徐佳亮和徐晓峰(以下简称智趣广告公司原股东)签订的《上海

智趣广告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

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徐佳亮、徐

晓峰、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利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与徐佳亮、徐晓峰、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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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智趣广告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业经本所审计，

并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6624 号)，

其经审计后的 2018 年度净利润为 13,768,649.32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 12,089,626.23 元。 

 

二、调整事项说明 

说明：本报告的本期指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1. 营业成本 

(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本期数 

报表金额 664,535,890.35 

调整金额 5,850,890.16 

考核金额 670,386,780.51 

(2) 调整事项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 7.1.2 条约定：各方(其中：受让方为利欧股份公司，转

让方为智趣广告公司原股东)均一致同意在考核标的公司是否实现业绩承诺及

计算现金补偿金额时,以受让方指定的符合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

核报告确认的税后净利润数据(即审核税后净利润)为准。专项审核报告指:会计

师在出具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标的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时,对标的公司收到的

媒体返点金额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先行确认,其后,在每年 7 月 31 日前,由会计师

根据截止该年度 6月 30日前标的公司实际收到的归属于上一年度的媒体返点金

额对年报税后净利润进行复核、确认。会计师为此目的专门出具的审核报告即

专项审核报告。 

依据此条款，智趣广告公司管理层调减媒体返点金额 5,850,890.16 元，相

应的调增营业成本 5,850,890.16 元。我们对智趣广告公司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实际收到的归属于 2018 年度的媒体返点金额情况，通过函证、期后收款测试

等审核程序，并对照营业成本调整事项，未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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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得税费用 

(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本期数 

报表金额 3,568,698.33 

调整金额 -1,462,722.54 

考核金额 2,105,975.79 

(2) 调整事项 

根据上述调整事项，相应的调减当期所得税费用 1,462,722.54 元。 

 

三、经营业绩考核净利润 

根据上述调整事项，2018 年度智趣广告公司的经营业绩考核净利润为

9,380,481.70 元，其经营业绩考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即审核税后

净利润为 7,701,458.61 元。 

 

四、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的差异情况 

智趣广告公司2018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之间的差异情况如下(单位：

万元)： 

项  目 
2018 年度 

实际盈利数 承诺业绩[注] 差异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审核税后净利润) 
770.15 9,802.00 -9,031.85 

   [注]：系业绩补偿协议中承诺的业绩。 

 

五、其他重要事项 

我们提请利欧股份公司董事会注意：2018 年度智趣广告公司的经营业绩考

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701,458.61 元相比 2018 年度财务报告数

12,089,626.23 元减少 4,388,167.62 元，主要系智趣广告公司按 2018 年度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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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投放量与媒介公司结算的返点金额较原估计数有差异所致。 

上述已执行的商定程序不构成审计或审阅，因此我们不发表审计或审阅意

见。如果执行商定程序以外的程序、或执行审计或审阅，我们可能得出其他应

报告的结果。 

本报告仅供利欧股份公司董事会用于对智趣广告公司管理层2018年度经营

业绩考核，不应用于其他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本报告仅与上述特定

财务数据有关，不应扩大到智趣广告公司财务报表整体。 

 

 

 

 

附件：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利润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编制单位：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
号

报表金额 调整金额 考核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694,263,296.94    694,263,296.94   

  其中：营业收入 694,263,296.94    694,263,296.9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78,946,820.25    5,850,890.16   684,797,710.41   

  其中：营业成本 1 664,535,890.35    5,850,890.16   670,386,780.5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6,265.40        116,265.40       

        销售费用 7,803,094.42      7,803,094.42     

        管理费用 5,725,092.81      5,725,092.81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553,841.07       -553,841.07      

        资产减值损失 1,320,318.34      1,320,318.34     

   加：其他收益 1,855,089.81      1,855,089.8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0,711.14         20,711.14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7,192,277.64     -5,850,890.16  11,341,387.48    

  加：营业外收入 145,070.01        145,070.01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7,337,347.65     -5,850,890.16  11,486,457.49    

  减：所得税费用 2 3,568,698.33      -1,462,722.54  2,105,975.7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3,768,649.32     -4,388,167.62  9,380,481.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768,649.32     -4,388,167.62  9,380,481.70     

    少数股东损益

六、考核的非经常性损益 1,679,023.09      1,679,023.09     

七、考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12,089,626.23     -4,388,167.62  7,701,458.6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12,089,626.23     -4,388,167.62  7,701,4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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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考核利润表
2018年度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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