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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由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夏智慧公司”或“公司”）转来的《关于对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19〕第 124 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本所已收悉。我所组织天夏智慧审计项目团队对关注函中需年审会计师核查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核查，作为天夏智慧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年审会计师，我们结合 2017 年度、2018 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情况，现就相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问题 1：请你公司全面梳理 2015 年至今安顺智慧城市项目、堆龙智慧政务项目每个会计

期间（2015 年-2018 年的会计期间为当年完整会计年度，2019 年的会计期间为 2019 年上半年，

下同）的期末完工进度、当期确认的收入成本及应收账款金额、确认依据、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及实

际回收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及合理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各会计期间确认的收入、成本及

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2015 年至 2018 年，公司对安顺智慧城市项目和堆龙政务项目的收入、成本及应收账款的

确认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

称 

会计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收入 成本 
应收账

款余额 
收入 成本 

应收账

款余额 
收入 成本 

应收账

款余额 
收入 成本 

应收账款

余额 

安顺智慧

城市项目 
64,789.13 42,478.55 47,732.91 36,720.96 18,826.67 24,961.44 10,673.13 2,582.63 - 9,295.56 466.69 10,308.36 

堆龙智慧

政务项目 
- - - - - - 43,343.96 21,587.28 33,012.43 5,339.07 2,774.36 34,206.79 

合计 64,789.13 42,478.55 47,732.91 36,720.96 18,826.67 24,961.44 54,017.09 24,169.91 33,012.43 14,634.63 3,241.05 44,515.15 



2、会计师执行的程序 

（1）上述项目各会计期间（2017 年度、2018 年度）收入真实性 

①检查公司收入的核算方法及收入确认原则； 

②审核公司项目的完工百分比情况：获取并审阅项目预算报告书以及预算报告的修改情况，核

对预计项目预计总成本。根据预算报告书的预计项目总成本和实际发生的项目成本，复核计算项目

完工百分比，测算项目本期应确认的收入，并与公司本期账面确认的收入对比； 

③取得并检查项目合同的工程进度确认表、工程验收单和监理报告； 

④检查项目合同的基本信息、合同的约定条款（包括付款方式、交货及验收、质保期及质保金

额、售后服务等）；检查项目的立项申请单与合同审批表；检查公司确认的项目收入是否计入适当

的会计期间，并结合应收账款科目的核算检查该项目的回款情况； 

⑤对项目客户进行函证；项目负责人对安顺智慧城市项目和堆龙智慧政务项目进行现场访谈，

实地察看、了解项目的建设情况、完成进度等； 

⑥结合应收账款的贷方发生额，检查项目回款情况；关注跟进项目的期后回款情况。 

（2）上述项目各会计期间（2017 年度、2018 年度）成本真实性 

①获取或编制存货、工程施工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总账数、报表数及明细账合计数核

对是否相符； 

②分析性复核：与项目相关的存货增加与进项税发生额、应付账款贷方发生额、预付账款贷方

发生额进行核对； 

③存货抽盘； 

④检查与关联方的购销业务是否正常，关注交易价格、交易金额的真实性及合理性，检查对合

并范围内购货记录应予合并抵销的数据是否正确，并对关联方交易进行统计和审核； 

⑤实质性分析程序：对工程施工-成本、工程施工-毛利、工程施工-间接费用、应付账款、主营

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科目之间勾稽关系进行核对； 

⑥对项目的直接材料领用情况进行抽查，并与原材料的领用情况进行核对； 

⑦获取并检查核对公司采购台账、抽样检查核对部分供应商采购合同、入库单、到货签收单，

签收数量与合同数量是否一致；检查其原始凭证是否齐全，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对项目的采购成本

发生额与合同金额进行核对； 

⑧编制工程施工-间接费用明细表并对其进行分析,比较当年度和以前年度，以及当年度各月间

接费用的增减变动，询问并分析异常波动的原因； 



⑨对项目是否有验收进行检查：如工程验收报告。 

（3）上述项目各会计期末（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真实性 

①分析性复核应收账款与确认的项目收入是否匹配； 

②了解、评估和测试了天夏智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内部控制流程，评估关键假设及数据的

合理性； 

③评估天夏智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金额重

大的判断、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账龄分析法的计提比例等； 

④获取了管理层评估应收账款是否发生减值以及计提坏账准备所依据的相关资料，通过公开渠

道查询与债务人相关的经营情况信息等； 

⑤分析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现场访谈及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⑥检查账龄较长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与管理层讨论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及可能存在的回收风险。 

核查结论： 

公司于 2017 至 2018 年度所确认的安顺智慧城市项目和堆龙智慧政务项目的收入、成本及应

收账款是真实的。 

2015 年度、2016 年度财务报表由其他事务所审计，本所在审计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时按照

规定的程序对期初数与上年数进行了必要的关注审计，且用完工百分比法对 2017 年度、2018 年

度收入进行确认时所涉及到的年初数也进行了必要的复核检查，未发现需要进行审计调整的事项。 

 

二、问题 2：请你公司全面梳理 2015 年至今你公司重大项目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股权控制

情况、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与上市公司及控投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客户集中度

较高的情形，若是，请充分说明不同项目客户集中度高的原因和合理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比较

情况，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各会计期间期末应收账款主要客户的关联关系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

见。 

【回复】 

 

 

 



1、各会计期间期末应收账款主要客户的关联关系如下表： 

年份 主要客户 是否为关联方 

2015 年 

安顺智慧城市信息有限公司 否 

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否 

独山县公安局 否 

重庆锴泽置业有限公司 否 

四川城云科技有限公司 否 

2016 年 

重庆市永川区天禾智慧商圈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否 

安顺智慧城市信息有限公司 否 

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否 

重庆锴泽置业有限公司 否 

独山县公安局 否 

2017 年 

重庆市永川区天禾智慧商圈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否 

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否 

成都市广中影视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否 

西藏润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否 

邛崃市智慧崃游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否 

2018 年 

重庆市永川区天禾智慧商圈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否 

成都市广中影视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否 

西藏润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否 

安顺智慧城市信息有限公司 否 

成都市公安局 否 

 

2、我们对各会计期间期末应收账款主要客户的关联关系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了公司与关联方及其交易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我们取得了管理层提供的关联方关系清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天眼查等网站对

股东、关键管理人员及其亲属等关联人员及控制企业信息进行复查，验证其完整性； 

（3）复核了重大的销售、购买和其他合同，以识别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方关系； 

（4）检查公司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和披露； 

（5）利用专家的工作，取得律师关于公司关联方之法律分析，我们对专家的工作成果进行了复

核； 

（6）2015 年度、2016 年度部分单位在 2017、2018 年度依然是公司的客户。 

2015 年度、2016 年度财务报表由其他事务所审计，本所在审计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时按照



规定的程序对上述年度关联方进行了必要的审计，包括：复核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已公开披

露的年度报告及其他定期公告，确认已识别的关联方名称；查阅以前年度股东会和董事会的会议纪

要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定记录；询问治理层和关键管理人员；通过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天眼查等

网站，重点关注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主要人员名单、工商登记信息变更记录等内容。 

 

核查结论：我们未发现上表中各会计期间期末应收账款主要客户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 问题 4：请你公司明确说明是否存在通过应收款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请你公司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会计师对公司是否存在通过应收款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实施了以下程序： 

（1）检查公司章程、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等文件，了解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审批权限

及程序； 

（2）检查各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 

（3）检查与重要客户签订合同的条款，了解交易背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天眼查、

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了解客户经营状况； 

（4）对项目客户实施函证程序；项目负责人对安顺智慧城市项目和堆龙智慧政务项目与客户

进行访谈并实地察看、了解项目的建设情况、完成进度、款项结算安排等； 

（5）关注重要客户回款时间、金额是否与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相符。 

核查结论：我们未发现公司 2017 年－2018 年通过应收款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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