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88      证券简称：*ST巴士           公告编号：2019-012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

第2号)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巴士在线公司”、“上

市公司”)于 2019年 2月 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巴士在线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2号)， 要求

公司对问询函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

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注释：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科技”、“巴士科技公司”或

“标的公司”)；浙江新嘉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嘉联”)。 

一、会计师对你公司 2018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形成保留意见的基

础是导致 2017年度无法表示意见所述事项对本年度财务报表已不存在广泛影响，

但该事项对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可能存在影响；此外，会计师认为多起未决诉

讼事项导致你公司多项资产及银行账户被冻结。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

能导致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1、请会计师详细说明认定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影响不广泛的

依据，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回复： 

2017 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相关事项主要系子公司巴士科技公

司引发，本期巴士科技公司已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18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

见所涉事项系由于 2017 年度导致无法表示意见事项对本期数及对比数可能的影



 

响，由于本期巴士在线公司丧失对巴士科技公司的控制权后，相关事项已消除，

因此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不再产生影响，我们认为对本期数可能的

影响主要是合并利润表中报告期初至丧失控制权之日相关应收账款及长期资产

的减值损失的计提。同时，本期巴士在线公司丧失对巴士科技公司的控制权后，

以 0.00 元与丧失控制权日应享有巴士科技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的份额之间的差额确认投资收益。故保留事项可能会对本期合并利润表资产减值

损失、投资收益科目的重分类产生影响，但不会对本期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产生影

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本期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五条规定，“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

表的影响，或者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

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

泛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面：（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

生影响；（二）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

素、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当与披露相关时，

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如上所述，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主要为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投

资收益等科目的重分类，且不影响本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故我们认为

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不存在广泛影响。不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否定

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2、请会计师详细说明认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但公司财

务报表编制基础是仍以持续经营为假设的合理性。 

回复： 

巴士在线公司在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二（二）中披露了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的评价，其中对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主要为巴士在线公

司如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十一（二）所述的未决诉讼事项，且这些事项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针对上述事项以及巴士在线公司对其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我们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的要求执行了以下审



 

计程序： 

1）与巴士在线公司管理层以及治理层进行沟通，了解公司所面临的未决诉

讼事项的基本情况、进展情况等，并查阅了公司的相关公告。咨询律师对未决诉

讼可能的判决结果的专业意见并取得书面回复。 

2）对管理层为了应对上述未决诉讼事项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评价，分析这

些措施的可行性。 

通过上述审计程序，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针对上述未决诉讼事项巴士在线公司主要采取的应对措施有：聘请专业

的律师团队来应对上述诉讼。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争取取得政府的最大支持；

在政府的帮助和协调下，若出现债务偿还压力时，寻求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时，

保持与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沟通，在债务解决、资金等方面获得其支持。另外，

与各债权人积极沟通，商讨其他债务解决方案。 

根据我们与管理层及治理层的沟通了解，上述应对措施一直在持续进行中，

积极应诉并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同时，公司的间接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

向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2018 年度陆续向公司拆借了 6,900 万元。故我们认为

巴士在线公司管理层所采取的上述应对措施具有可行性，对于逐步解决公司所面

临的未决诉讼事项有所帮助。 

2）巴士在线公司对于所面临的大部分未决诉讼，有很大风险需要承担连带

责任。但截至审计报告日，尚未有终审判决要求公司承担责任或强制执行公司财

产的情况发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巴士在线公司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

表已不合理。且巴士在线公司已经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可能导致持续经营假设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事项进行了充分披露，故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的相关要求，在审计报告中增加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

对于相关事项的披露。 

二、报告期末，你公司预计负债-未决诉讼 7.07 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

对未决诉讼计提损失 3.05 亿元。请结合未决诉讼的案件进展、所掌握的证据和

承担责任的可能性等，详细说明本期计提大额未决诉讼损失的会计处理依据、

合理性及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前期及本



 

期多计提预计负债-未决诉讼后期冲回从而实现对业绩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

形。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

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巴士在线公司所面临的借款、担保相关的仲裁和诉讼等或有事项是应承担的

现时义务；且根据公司管理层及专业律师的判断分析，公司很可能要承担借款或

担保责任；根据公司收到的法院诉讼资料，案件标的金额基本可以确定；大部分

案件的借款人为中麦控股有限公司，其持有的公司股票部分已进行了质押且已全

部被多轮司法轮候冻结，已无偿还能力，同时其他担保人的偿还能力不明。故上

述或有事项满足企业会计准则对于确认预计负债的规定。 

同时，公司对不满足会计准则规定的诉讼不予确认预计负债，如西安品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诉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中麦控股有限公司、王献蜀、高霞、

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经核查，公司从未向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开具过任何

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所盖财务专用章与法定代表人章均系伪造。因此公司认为，

公司无需对该承兑汇票承担任何兑付责任。故未将该案件的涉案本金 5,000万元

计入预计负债。 

本期新增的预计负债为 3亿元，涉及的案件为“华融华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诉中麦控股、高霞、王献蜀、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详见 2018年度财务报

表附注十二（二）12 所述，我们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对案件情况进行了

了解，向律师发送了律师询证函询问案件未来判决的可能性并得到了书面的回复，

情况与前期对外担保导致的未决诉讼类似，公司有很大风险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故本期确认的预计负债 3亿元满足企业会计准则对于确认预计负债的规定，不存

在前期及本期多计提预计负债-未决诉讼后期冲回从而实现对业绩进行不当盈余

管理的情形。 

未决诉讼案件预计负债情况如下： 



 

序号 
诉讼(仲裁)基

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

预计负债 
各涉诉方 诉讼(仲裁)进展 

计提大额未决诉讼损

失的合理性 

1 

深圳市佳银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诉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案 

7,500 是 

借款人：中麦控股                                                                           

保证人：巴士在线、王献蜀、高

霞、中麦移动 

查封、扣押或冻结中麦

控股、中麦移动网络有

限公司、王献蜀、高霞

名下价值 7500 万元的

财产，查封、扣押或冻

结上市公司名下的财

产。（上市公司持有的

巴士科技 2600 万元出

资额被冻结）。 

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麦控股无偿还能力；

王献蜀、高霞、中麦移

动偿还能力不容乐观。 

2 

赵从宾诉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

案 

7,000 是 

借款人：巴士在线、中麦控股                                                                 

保证人：王献蜀、高霞 

上市公司、中麦控股在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共同向赵从宾偿还

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支付律师代理费、诉讼

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保全执行费申请费。共

计 6981.52万元。 

一审已判决，上市公司

目前已向江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

前尚在二审中。 

中麦控股无偿还能力；

王献蜀、高霞、偿还能

力不容乐观。 

3 
徐培诉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 
3,000 是 

借款人：中麦控股                                                                               

保证人：巴士在线、陆杰、李辉 
公司银行账号被冻结。 

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麦控股无偿还能力；

陆杰、李辉偿还能力不

明。 

4 

深圳市嘉世稳

赢贰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与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 

6,590 是 

(1)借款人：中麦移动                                                                                 

保证人：中麦控股、王献蜀、高

霞、巴士在线 

(2) 借款人：中麦控股                                                                              

保证人：中麦移动、王献蜀、高

霞、巴士在线 

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麦控股无偿还能力；

中麦移动、王献蜀、高

霞偿还能力不容乐观。 

5 

深圳国投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深圳国投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诉公司合同

纠纷案 

4,490.8 是 

(1)融资人：中麦移动                                                                               

保证人：巴士在线、中麦控股、

王献蜀、高霞 

(2) 融资人：中麦移动                                                                  

买方：中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巴士在线、王献蜀、高

霞、王玉香 

查封、冻结、扣押被申

请人上市公司名下价

值人民币 3072.70万元

的财产、查封、冻结、

扣押被申请人上市公

司名下价值人民币

1600.09万元的财产。 

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麦控股无偿还能力；

中麦移动、王献蜀、高

霞、中麦科技偿还能力

不容乐观；王玉香偿还

能力不明。 

6 
深圳市前海高

搜易投资管理
2,060 是 

借款人：中麦移动                                                                             

保证人：中麦控股、巴士在线、
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麦控股无偿还能力；

中麦移动、王献蜀、高



 

有限公司诉公

司民间借贷纠

纷案 

王献蜀、高霞 霞偿还能力不容乐观。 

7 

浙江海洋力合

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诉公司企

业借贷纠纷案 

4,250 是 

借款人：中麦移动                                                                

保证人：中麦控股、王献蜀、高

霞、巴士在线 
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麦控股无偿还能力；

中麦移动、王献蜀、高

霞偿还能力不容乐观。 

8 

深圳国投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诉公司合同纠

纷案 

5,000 是 

融资人：中麦控股                                                                                   

保证人：巴士在线 

查封、冻结、扣押被申

请人上市公司名下价

值人民币 5396.42万元

的财产（上市公司持有

的巴士科技 100%股权

因此被查封、冻结）。 

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麦控股无偿还能力。 

9 

深圳恒鼎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诉公司合同纠

纷案 

620 是 

股权转让方：中麦控股                                                                   

保证人：巴士在线、王献蜀、高

霞、中麦移动 
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麦控股无偿还能力；

王献蜀、高霞、中麦移

动偿还能力不容乐观。 

10 

西安品博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诉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案 

5,000 否 

借款人：中麦移动                                                         

保证人：中麦控股、王献蜀、高

霞                                                         

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巴士在线 
案件尚在审理中 

公司从未向中麦移动

开具过任何商业承兑

汇票，票据所盖财务专

用章与法定代表人章

均系伪造。公司认为无

需承担任何兑付责任。 

11 

华融华侨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追加公司

为被告的借款

合同纠纷 

30,000 是 

借款人：中麦控股                                                                                 

保证人：王献蜀、高霞、巴士在

线 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麦控股无偿还能力；

王献蜀、高霞偿还能力

不容乐观。 

合计金额 75,510.80  

三、2018 年 12 月 24 日，你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处置协议》，将

所持有的巴士科技 100%股权以评估后净资产作价 1 元转让给自然人鲁敏。确定

不纳入合并范围的日期为 2018年 12月 31日，并确认投资收益 8,766.05 万元。 

1、请详细说明不纳入合并范围的日期确定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依据和

合理性。 

2、请说明上述交易中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原则，并详细列示投资收益的计

算过程。 

3、12 月 7 日，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18】第 23 号），要求你公

司结合本次交易作价，说明处置该资产对你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以及本次交

易产生的利润及确认依据，相关会计处理和计算过程。12 月 22 日，你公司披露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合并报表层面产生的投资

收益为 544.51 万元。请说明两次投资收益披露不一致的原因，前期信息披露是

否存在需要更正的情形。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七条规定，“合并财

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

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

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

务报表》应用指南，“控制的定义包含三项基本要素：一是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

方的权力，二是因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三是有能力运用对

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在判断投资方是否能够控制被投资方时，当且

仅当投资方具备上述三要素时，才能表明投资方能够控制被投资方”。 

根据巴士在线公司与鲁敏签订的《股权处置协议》，协议在获得巴士在线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公告后生效，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权完成交割之日止，

公司将按照协议的约定将标的股权托管给鲁敏。相关条款规定，托管期间内，巴

士在线公司所持有巴士科技公司股权的股东权力，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董事提

名权等均托管给鲁敏行使，且巴士在线公司不得自行行使上述权力。另外，托管

期间巴士科技公司产生的盈利和亏损，巴士在线公司均不享有及承担。巴士在线

公司已不具备控制巴士科技公司的三要素，故应从托管生效之日起不再将巴士科

技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托管生效之日为《股权处置协议》获得股东大会

审批通过之日，即 2018 年 12 月 24 日。次日，巴士在线公司与受让方进行了巴

士科技公司档案资料、财务资料及印章等公司内部资料的交接，并签署了交接确

认书。同时，公司委派的原巴士科技董监高人员辞职。 

因公司财务报表以月度为单位，托管生效日已接近资产负债表日，且巴士科



 

技公司这段时间未发生新业务，故选择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巴士科技公司不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的日期。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七条规定，“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巴士在线公司与股权受让方尚未办理股权交割，但交

易对价 1元仅为象征性对价，且通过托管巴士科技公司已不满足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的条件，故以 0.00 元与丧失控制权日应享有巴士科技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

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8,766.05万元之间的差额 8,766.05万元，计入投资收益。 

3、12 月 22 日，巴士在线公司披露《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回

复的公告》，合并报表层面产生的投资收益为 544.51 万元，是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计算，两个时间点巴士科技公司账面净资产不同导致。不存

在前期信息披露需要更正的情形。2018 年 10-12 月导致净资产下降的原因主要

为： 

1)巴士科技公司 2018年 10-12月发生媒体租赁费、机器设备折旧、CCTV移

动传媒内容支出以及房屋租赁等维持正常运营的成本支出 2,322.53万元。 

2)巴士科技公司 2018 年 12 月安置员工支付了 1,485.00 万元的离职补偿，

计入四季度管理费用。 

3)因部分应收款项预计可收回金额发生变化，巴士科技公司 2018 年 10-12

月增加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3,476.36 万元，计入四季度资产减值损

失。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资产减值 2.12 亿元，其中坏账损失 1.61 亿元，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4,365.18 万元。 

1、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8,369.61 万元，请结合你公

司应收账款信用政策、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

性和准确性，是否存在本期业绩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2、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7,715.62 万元，其中主要

是对巴士在线的暂借款 7,240 万元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对



 

巴士在线暂借款 7,240 万元形成的时间、暂借款的用途；你公司在存在回收风

险的情况下，提供暂借款的原因、拟采取的收回措施；是否存在变相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报告期内，你公司对机器设备计提减值准备 4,249.37 万元。请结合未

来经营计划、机器设备的成新率、技术更新升级等情况，说明本期对机器设备

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是否存在本期业绩进行“大洗澡”的情

形。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以及业务，应

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本

期合并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包括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8,369.61 万元，

其中大部分为巴士科技公司自期初至处置日计提的应收账款坏准备，金额为

8,310.08 万元。巴士科技公司处置日的应收账款主要为上期遗留款项，上期我

们无法获取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故我们无法确定本期计提的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准确性。从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巴士科技公司已不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因巴士科技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为负值，故交易对价为象征性的

1 元。交易产生的投资收益为 8,766.05 万元，且与巴士科技公司处置日的账面

净资产负相关，巴士科技公司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与账面净资产也成负相关关系，

故资产减值损失的变动金额与投资收益的变动金额一致，对当期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无影响。不存在本期业绩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2、因巴士科技公司自 2017年底开始出现的业务停滞，资金紧张等问题，巴

士在线公司对巴士科技公司的暂借款 7,240 万元主要用于维持巴士科技公司必

要的日常经营，发放员工工资等。其中：巴士在线公司向巴士科技公司提供了

590 万元的暂借款，其余 6,650万元资金来源均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于 2018年 2月至 12月陆续提供。 

我们向巴士在线公司管理层就资金支持事项进行了了解。公司管理层认为：

在王献蜀失联初期，虽然巴士科技公司出现经营困难，但上市公司仍希望采取引



 

进专业人才、调整业务架构、落实专门人员催收应收账款等手段加强业务和资金

回流等措施。因此，为了保障子公司正常经营，上市公司向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借款后，向其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后续因王献蜀持续无法取得联系，且主要业务人员陆续离职、业务量大幅度

下滑、固定成本费用居高不下等，导致巴士科技公司的经营情况确实难以在短时

间内得到改善。为了降低上市公司的损失，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处置子公司

股权，并委托外部评估机构对巴士科技公司进行了评估。因巴士科技公司经评估

的净资产为负，未来偿还能力较弱，公司能够收回上述暂借款的可能性较低，故

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但公司仍会积极要求巴士科技公司偿还上述暂借款，若巴

士科技公司不能按期偿还，公司将不排除采取法律手段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我们认为，上述对巴士科技公司的暂借款主要系用于维持其基本运营，大部

分由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且计息的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故不存在

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报告期内计提机器设备减值准备 4,249.37 万元，大部分为原子公司巴士

在线科技公司计提，金额为 3,179.24 万元。巴士科技公司机器设备主要为车载

显示屏，因巴士科技公司 2018 年业务急剧萎缩，预计未来现金流大幅度减少，

公司根据资产评估的结果测算了机器设备的可变现净值，与账面机器设备净值的

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因此不存在对本期业绩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 3,582.7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49.8%，新增离职补偿费用 1,985.26 万元。年报指出，你公司人员大量流失。

请结合你公司员工数量变化、薪酬结构及体系等，说明在人员流失、新增大额

离职补偿费用的背景下，你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较上年大幅增长主要系原子公司巴士科技相关变化

所致。有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差异金额 增减比例 



 

职工薪酬总额 76,522,409.81 113,982,805.90 -37,460,396.09 -32.86% 

主营业务成本 11,134,697.23 25,932,702.26 -14,798,005.03 -57.06% 

销售费用 20,665,131.42 40,244,771.50 -19,579,640.08 -48.65% 

管理费用_职工薪酬  21,145,056.76 11,371,197.90 9,773,858.86 85.95% 

管理费用—离职补偿  19,852,566.04  19,852,566.04  

研发费用 3,724,958.36 36,434,134.24 -32,709,175.88 -89.78% 

如上表所示： 

（1）巴士科技运维、销售人员减少较多，因此主营业务成本与上年相比下

降了 57.06%，销售费用与上年相比下降了 48.65%。 

（2）网生和视频部门研发人员减少较多，并且当初公司为了挽救巴士科技

的经营（主要是媒体广告业务），仍保留了大部分与媒体广告业务相关的技术人

员。由于该部分技术人员 2018年度的主要工作内容不再是媒体播控技术的研发，

而是技术维护和检测工作，依据会计准则不符合研发费用的定义，该部分技术人

员薪酬在 2018年不再在研发费用科目列支，而在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科目中核算。

因此，研发费用总额与上年相比下降了 89.78%，其中由原研发费用转为管理费

用-职工薪酬科目列支的金额为 8,976,955.93 元。 

（3）原子公司巴士科技在 2018年管理人员及媒体业务员工（包括研发人员）

相对稳定。并且，由于媒体业务研发工作的停滞，导致媒体业务的技术人员薪酬

在 2018 年不再符合计入研发费用的要求而列入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科目核算。另

外，为了 2018 年传媒业务的开拓，巴士科技公司引进了新的管理团队，招聘了

一批新的专业人士，同时为了挽留部分核心人才采取了一定的激励措施，也同步

增加了管理费用--职工薪酬。以上是导致 2018 年度管理费用--职工薪酬同比

2017 年度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巴士科技员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大部分发

生在 2018年底，因此，全年来看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科目上涨。 

六、报告期内，你公司利息费用 358.9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82%。请

详细说明利息费用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我公司利息费用主要系向间接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产生。公

司账面借款明细如下： 

单位：元 

年度 银行借款 关联方借款 

2017 年度 0.00 0.00 

2018 年度 0.00 69,000,000.00 

由上表可知，因 2017 年底原子公司巴士科技业务经营、资金周转困难，陆

续向间接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2018 年度借款金额为 6,900 万

元，借款大幅度增长致利息费用增加。 

七、报告期内，你公司传媒-互联网行业营业收入 1,618.89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96.4%；营业成本 1.0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4.57%。请结合营业成

本的具体构成及变动情况，详细说明营业成本的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的变动幅

度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我公司传媒-互联网业务营业成本的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的变动幅度不一致

的原因主要系核心业务—媒体广告业务的成本主要为固定成本，如媒体资源费

（包括车辆租赁费、CCTV移动传媒呼号使用费等）、CCTV移动传媒内容使用费以

及设备折旧费等，与营业收入的增减变化敏感性较低。 

（1）巴士科技传媒-互联网业务的核心业务是媒体广告业务，包括自有媒体

业务和代理媒体业务。2018年度、2017年度媒体广告业务收入成本如下表： 

单位：元 

业务类别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收入增

减比例 

成本增减

比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自有媒体广告业务  4,822,524.05   89,229,358.47  199,493,266.38  124,900,103.94  -97.58% -28.56% 

代理媒体广告业务  6,191,529.02    6,170,710.17   55,891,698.51   25,099,179.31  -88.92% -75.41% 

媒体广告业务合计 11,014,053.07   95,400,068.64  255,384,964.89  149,999,283.25  -95.69% -36.40% 

主营业务合计 16,188,938.64  103,629,800.58  451,374,497.13  292,464,657.20  -96.41% -64.57% 

媒体广告业务占比 68.03% 92.06% 56.58% 51.29%     



 

如上表所示，媒体广告业务收入下降 95.69%，成本下降 36.40%，由此可见，

造成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系媒体广告业务所致。 

（2）构成巴士科技自有媒体广告业务的成本基本是固定成本，与营业收入

的增减变化敏感性较低。其主要成本构成如下表： 

单位：元 

成本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幅度 

媒体资源费 47,079,849.33 56,241,868.09 -16.29% 

机器设备折旧 13,772,471.39 15,556,500.80 -11.47% 

房租费 2,690,651.44 4,072,886.29 -33.94% 

内容支出 13,200,000.00 14,716,981.15 -10.31% 

合计 76,742,972.16 90,588,236.33 -15.28% 

占自有媒体成本比例 86.01% 72.53% -18.58% 

 

如上表所示，自有媒体广告业务收入对应的主要成本为媒体资源费、机器设

备折旧和内容支出（主要为 CCTV移动传媒内容使用费），其中媒体资源费中的车

辆租赁费系与供应商（各地公交公司）签订长期媒体资源（公交车辆）租赁协议，

年租赁费按合同约定支付，媒体资源费中的 CCTV 移动传媒呼号使用费全年固定

500 万元；机器设备折旧系巴士科技自建的媒体广告播放系统硬件，包括安装在

公交车上的主机和电视屏幕；内容支出中的 CCTV 移动传媒内容使用费全年固定

1000 万元。上述几项成本均为相对固定成本，与营业收入的增减变化关联度不

高。 

综上，公司传媒-互联网行业营业成本的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的变动幅度不

一致的原因，是巴士科技核心业务媒体广告业务的对应成本相对固定造成的。 

八、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5 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771.33%。请详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

性。 

回复： 

报告期内，我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5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771.33%，如下表： 

单位：元 

会计指标 2018 2017 同比增减额 同比增减率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59,700,014.68 554,192,936.90 -394,492,922.22 -71.18% 

收到的税费返还 7,867,874.60 8,590,376.00 -722,501.40 -8.4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468,422.76 17,519,614.61 -11,051,191.85 -63.08% 

经营活动收到的现金合计 174,036,312.04 580,302,927.51 -406,266,615.47 -70.0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0,156,583.85 268,005,194.93 -197,848,611.08 -73.8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7,518,306.95 179,888,595.60 -62,370,288.65 -34.67% 

支付的各项税费 9,168,327.14 51,341,573.97 -42,173,246.83 -82.1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425,864.56 93,144,824.04 -10,718,959.48 -11.51% 

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合计 279,269,082.50 592,380,188.54 -313,111,106.04 -5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232,770.46 -12,077,261.03 -93,155,509.43 -771.33% 

 

导致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巴士科技 2018 年业务经营低迷，应收账

款回款情况较差。2018年巴士科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同比增减额 
同比增

减率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8,133,665.42  413,986,936.27  -365,853,270.85  -88.37% 

 收到的税费返还 54,409.78  94,055.66  -39,645.88  -42.15%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923,310.24  15,189,229.54  -9,265,919.30  -61.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111,385.44  429,270,221.47  -375,158,836.03  -87.3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733,388.23  184,928,031.81  -168,194,643.58  -90.9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6,325,673.24  107,619,653.83  -51,293,980.59  -47.66% 

支付的各项税费 6,998,378.97  47,966,728.53  -40,968,349.56  -85.41%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7,983,223.78  80,486,516.50  -42,503,292.72  -52.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8,040,664.22  421,000,930.67  -302,960,266.45  -7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929,278.78  8,269,290.80  -72,198,569.58  -873.09% 

如上表，巴士科技 2018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3,929,278.78

元，主要原因系巴士科技 2018 年营业收入下降较多，且应收账款回收情况不理

想所致。业务收入大幅下滑，应收账款回款不理想，双重因素导致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而支出下降幅度小于收入下降幅度。因此巴士科技

2018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 

因 2017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269,290.80 元，基数较小，

而 2018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3,929,278.78元，不仅绝对值较

大，且为负值，因此同比减少 7219.85万元，下降 873.09%，比例较大。 

九、年报指出，为防止出现供应商断供问题及无法正常履约交货的风险，

在主要客户的强烈要求和大力协助下，新嘉联从 2018 年 10 月份开始实施“反

代工”计划，将主要零部件的供应链采购及主要客户的成品交付转至第三方完

成。报告期内，你公司电子元器件行业收入 1.24 亿元，占总收入的 86.57%。请

详细说明“反代工”计划具体的商业模式、与你公司原有模式相比是否存在重

大变化；报告期内该模式下收入确认的金额、收入确认方法、原则及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我们核查及与新嘉联公司管理层的沟通了解，“反代工”主要是在母公司

巴士在线公司面临的未决诉讼事项导致部分国外客户对公司能否正常履约产生

疑虑而采取的解决方案。具体模式为：公司与国外客户共同在嘉善当地考察并选

择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公司，由其与国外客户签订销售合同，第三方公司接到国外

客户订单后，委托新嘉联公司进行生产，新嘉联公司生产完毕后直接发货给第三

方公司，并与其进行结算货款。第三方公司发货给国外客户，办理报关出口业务，

并直接与国外客户进行结算。与原有的直接出口模式相比，“反代工”以后，公

司大部分微电声出口业务转变为内销业务，业务模式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主要

是由于未决诉讼这些特殊事项导致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公司生产销售内容未发

生实质性的改变。 

“反代工”业务模式下，新嘉联公司本期向第三方公司销售总额为 942万元

（不含税），在发货并经对方验收后确认收入。我们检查了新嘉联公司与第三方

公司签订的合同，与第三方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进行了访谈，检查了公司账面收

入确认对应的发货单、发票，并就公司账面记录的应收账款和销售额向第三方公

司进行了书面函证。我们认为，新嘉联公司报告期“反代工”模式下收入确认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十、王献蜀、夏秋红、杨方、蔡红、费立纬、孟梦雅、韩涛、龚伟华和吴

旻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五年内将不主动从标的公司离职，若主动离职，则其

直接或间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如有）将由上市公司以 1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

年报指出，上述承诺人未严格履行承诺。请详细说明上述承诺人未严格履行承

诺的具体情形、对你公司的影响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一)未严格履行承诺的具体情形：截至 2018年 12月，相关承诺主体，均已

不在标的公司任职。 

承诺主体 持股情况 离职情形 

王献蜀 间接持有 

王献蜀原担任巴士科技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自 2017年 12月公司

与王献蜀本人失去联系后，其一直未能到岗履职。鉴于其长期不能

正常履职，2018 年 4 月，公司免去了王献蜀担任的巴士科技董事

职务，重新委派了新的董事，巴士科技董事会重新选举了董事长并

重新聘任总经理。  

夏秋红 直接持有 2018年 6月，主动离职。 

杨方 直接持有 2018年 11月，主动离职。 

孟梦雅 直接持有 2018年 6月，主动离职。 

吴旻 直接持有 2018年 4月，主动离职。 

蔡红 无 2018年 5月，主动离职。 

费立纬 无 2016年，主动离职。 

韩涛 无 重组完成前已离职。 

龚伟华 无 2018年 4月，主动离职。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对标的公司经营的影响  

王献蜀系标的公司创办人，在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标的公司众多业务和重大项目主要系由王献蜀统筹协调落实，部分重

大项目和客户系其直接联系；在其失联后，众多客户合作态度转向观望，致使标

的公司传统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广告业务量大幅减少，视频和网生社区等两大业务



 

逐步陷入停滞，诸多重大项目被迫终止，从而导致巴士科技 2017 年度经营出现

大幅亏损，该亏损情形延续至 2018 年度。同时，由于标的公司相当部分客户、

供应商采取回避、观望等不合作态度，且员工大量离职，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上市公司 2017 年度的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从而导致公

司股票交易于 2018年 5月 2日被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该情形至 2018年度

上市公司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后消除。 

除王献蜀外，其余人员亦为标的公司的高管、技术骨干、业务骨干，其在承

诺期限内主动离职，对标的公司的业务经营、应收账款回收等方面均产生较大不

利影响。 

2、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上表中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主体，同时参与了标的公司

2015 年、2016年、2017年的业绩承诺，并与公司签订《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 

标的公司未完成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按照约定，相关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对

未完成业绩部分先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以现

金进行补偿。在履行业绩补偿过程中，包括上述 5 人在内的 12 名补偿义务人拒

绝履行未完成盈利承诺的补偿承诺。导致公司无法回购注销其应进行补偿的股份

和应获得的现金补偿，致使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大幅亏损而未获得弥补。 

公司已对包括上述 5 人在内的 12 名业绩补偿义务人进行起诉，并司法冻结

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中

麦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高霞等提出管辖权异议，故目前尚未

开庭审理。 

(三)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参与本案的诉讼，公司将积极主张公司合法权益，

督促、推进该案件的进展，积极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十一、补偿义务人中麦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高霞等 11

名股东承诺巴士科技 2017年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不低于 2 亿元，巴士科技 2017 年度实际业绩为亏损 8,087 万元。2018



 

年 5 月 4 日，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

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66 号），要求你公司结合有关协议，

补充披露相关补偿义务人预计需向上市公司补偿的金额、补偿方式、目前是否

已进行有关会计处理及具体依据，是否已充分运用谨慎性原则，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你公司回复称根据各补偿义务人的持

股情况，理论上上述补偿义务人可用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38,579,949 股，公司拟

以每家 1 元总价回购补偿股份并进行注销；应补偿现金为 96,116.40 万元。出

于谨慎性考虑，公司未对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相应账务处理。公司将在 2018

年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后，进行账务处理。

请结合上述事项的相关进展，详细说明你公司在报告期内对上述事项的会计处

理及合规性。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在报告期内并未就上述事项进行账务处理。公司无法对上述补偿义务人

所持公司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的主要原因系大部分补偿义务人已将其所持股票

违规质押，且大部分处于被司法冻结状态。同时考虑各被告的履行能力，本案在

执行上可能存在困难。故公司向各补偿义务人回购股票并注销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不满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等进行会计处理的条件。公司未进行账务处理的做法

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公司已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述补

偿人承担补偿义务，截至审计报告日，案件尚处在被告对管辖权异议上诉程序中。 

会计师针对上述情况已进行核查，向律师进行了函证并得到了书面回复，综

合考虑以上情况，会计师认为公司未进行账务处理的做法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

求。 

十二、年报指出，你公司存在多笔因对外担保形成未决诉讼。请以列表的

形式详细说明你公司对外担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

除外）形成时间、具体事项、担保金额、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内部审议程

序。 

回复： 



 

序

号 
原告 担保金额 形成时间 具体事项 

已履行的信息

披露义务和内

部审议程序 

1 

深圳市佳

银资产管

理有限公

司         

7500万元   
2017年 10

月 16日 

借款人：中麦控股                                                                           

保证人：巴士在线、王献蜀、高霞、中麦移动                                                   

2017年 10 月 16日签订《借款合同》、《保证担保书》；                                            

借款发放：2017年 10 月 17日深圳分行转账一笔 500万元、

深圳农行天安支行转账两笔 2200万、2800 万，2017年 10

月18日深圳农行天安支行转账一笔2000万，借款足额发放；                                   

还款情况：无；                                                                              

借款期限：15 天，自 2017 年 10月 16日至 2017年 10 月 30

日；                                           

利息：月息 1.8%；                                                                              

违约金：每日千分之一；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2 

深圳嘉世

稳赢贰号

投资合伙

企业 

1350万元 
2017年 8

月 31日 

借款人：中麦移动                                                                                 

保证人：中麦控股、王献蜀、高霞、巴士在线                                                      

2017年 8 月 31 日签订《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以委托

银行贷款方式发放贷款不超过壹亿元，2017年 9 月 10日原

告、借款人与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

（2017委贷深分 120号），2017年 8 月 29日巴士在线《保

证合同》；                                                                     

借款发放：2017年 10 月 26日转账 1000万元，2017年 10

月 27日转账 350万元，借款共计 1350万元；                                      

还款情况：无；                                                                                 

借款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利息：年化 10.5%（日息按 360天），每季度末月 21日为

付息日；                                                

罚息：每日万分之五；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3 5240万元 
2017年 8

月 31日 

借款人：中麦控股                                                                              

保证人：中麦移动、王献蜀、高霞、巴士在线                                                       

2017年 8 月 31 日签订《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以委托

银行贷款方式发放贷款不超过贰亿元，2017年 9 月 10日原

告、借款人与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

（2017委贷深分 121号）；2017年 8 月 29日巴士在线《保

证合同》；                                                                   

借款发放：2017年 9 月 30日发放 3140万元，2017年 10

月 19日发放 770万元、2017 年 10月 20日发放 1200万元，

2017年 10 月 24日发放 130万元，借款共计 5240万元；                                                     

还款情况：无；                                                                             

借款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利息：年化 10.5%（日息按 360天），每季度末月 21日为

付息日；                                                

罚息：每日万分之五；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4 

深圳国投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3000万元 
2017年 5

月 31日 

融资人：中麦移动                                                                               

保证人：巴士在线、中麦控股、王献蜀、高霞                                                         

2017年 5 月 31 日签订《国投保理业务合同》《三方协议》

转让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对中麦控股的应

收账款债权用于融资，溢价回购金额为 3360万元；同日签

订《保证合同》；2017 年 5 月 31日背书中麦控股电子商业

承兑汇票 9份共 4286万元，2017年 12 月 1 日到期；2017

年 12月 1日重新背书中麦控股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4286万

元，2018年 5 月 30日到期；                                                       

借款发放：2017年 5 月 31日邮政深圳南头支行转账四笔

1000万元、990万元、990万元、2万元，共计 3000万元；                                                                                       

还款情况：2017年 6 月 1日还款 90万元、支付手续费 90

万元，2017年 11月 16日还款 180万元、支付手续费 180

万元；                                                                                     

还款方式：2017年 5 月 31日支付第一笔回购款 90万元，

每隔 90天支付 90万元回购款，余款到期日一次性付清；                                                                                       

手续费：360万元；                                                                                

借款期限：12个月，自首笔融资款项发放之日起；                                                     

逾期利息:每月按应支付溢价回购总额的 2%；                                                       

违约金：每日按应支付溢价回购总额的千分之一；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5 5000万元 
2016年 12

月 7日 

融资人：中麦控股                                                                                   

保证人：巴士在线                                                                                   

2016年 12 月 7 日签订《国投保理业务合同》、《三方协议》

融资额度 5000 万元，中麦控股转让自 2016 年 12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对麦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

权，溢价回购金额 5150万元；同日签订《保证合同》；2017

年 3月 11日签订《补充合同》，融资期限由 3个月变更为

9个月、转让应收账款期限由 2016年 12 月 1 日至 2017年 6

月 30日变更为 2017年 3 月 1 日至 2018年 2 月 28日；                                             

借款发放：2016年 12 月 9月转账 5000万元；                                                               

手续费：年化 12%                                                                                  

还款情况：无；                                                                                   

借款期限：9个月，2017年 9 月 8日为届满日；                                                           

违约金：应支付应收账款溢价回购总额每日千分之一；                                             

逾期利息：应支付应收账款溢价回购总额每月 2%；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6 

深圳国投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1490.80

万元                

2017年 3

月 11日 

融资人：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                                                                     

买方：中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巴士在线、王献蜀、高霞、王玉香                                                         

2017年 3 月 11 日签订《国投供应链服务协议》、《保证合

同》：融资最高金额 2000万元，买方于原告付款之日 180

天内支付货款、服务费；2017年 3 月 13日第一笔货物签订

《采购合同》、《购销合同》                             

借款发放：2017年 3 月 13日原告以货款形式转账中麦移动

2000万元；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还款情况：2017年 11月 9日支付货款 181373.33元、631960

元，2017年 11 月 14日支付货款 4278626.67 元、利息

181373.33元， 至 2017年 11月 14日支付服务费 240万元；                                        

期限：一年，自 2017年 3月 11日至 2018 年 3月 10日；                                                  

综合服务费（中麦科技承担）：每年 24%（按 360天计算）；                                          

滞纳金：逾期支付货款的 0.05%/日； 

7 徐培 3000万元 
2017年 9

月 25日 

借款人：中麦控股                                                                               

保证人：巴士在线、陆杰、李辉                                                                 

2017年 9 月 25 日签订《借款合同》、2017 年 10月签订《借

款补充合同》 ，巴士在线《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承

诺函》 ；                                                                            

借款发放：2017年 9 月 26日转账 3000万元；                                                         

还款情况：至 2017年 11月的利息已还；                                                          

借款期限：原 36天，自 2017 年 9月 26日至 2017年 10月

31日，后延期至 2018年 1月 30日；                                               

利息：日息 1.8‰；                                                                             

违约金：逾期未还金额的千分之三；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8 

深圳市前

海高搜易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60万元 
2017年 7

月 7日 

借款人：中麦移动                                                                             

保证人：中麦控股、巴士在线、王献蜀、高霞                                                        

2017年 7 月 17 日双方与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协议》，2017

年 7月 7日签订《保证合同》；                                               

借款发放：2017年 7 月 28日发放 1360万元，2017年 8月

8日发放 700万元；                                                          

还款情况：2017年 9 月 21日还息、2017年 12月 22日还息

两笔共 508453.15元；                          

借款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利息：年化 9.9%（日息按 365 天计算），按季度计息，每

季度末月 21日为付息日；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9 

浙江海洋

力合资本

管理有限

公司  

4250万元 
2017年 6

月 29日 

借款人：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                                                                

保证人：中麦控股有限公司、王献蜀、高霞、巴士在线股份

有限公司；                                                             

2017年 6 月 29 日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股

票质押合同》；中麦控股向海洋力合质押 600万股票，2017

年 12月 18日办理质押登记；                                                                

借款发放：2017年 6 月 30 日 5000万元足额发放；                                                   

还款情况：2017年 12 月 31日还款 700万元及利息，2018

年 2月 12日还款 50万元；                                                    

借款期限：21天，借款发放之日起算；                                                          

利息：日息 0.03%，2018年 1 月 1日至 2018 年 2月 11日共

21天以 4300万计息，2018年 2月 12日起以 4250万元计息；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10 

西安品博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5000万元 
2017年 5

月 30日 

借款人：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                                                                  

保证人：中麦控股有限公司、王献蜀、高霞                                                         

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5 月 30 日中麦移动签订《借款合同》、《保证合同》、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承兑汇票质押合同》；                                              

借款发放：2017年 5 月 31日足额发放；                                                                

还款情况：2017年 6 月 21日中麦移动还款 35万元（利息），

2017年 7 月 21 日中麦控股还款 50万元（利息）；                           

借款期限：6个月，自 2017年 5月 31日起算；                                                     

利息：日息 12%/360，每月 21 日付息；                                                           

违约金：不能按期支付利息的，按每日拖欠金额千分之一计

算；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11 

深圳恒鼎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620万元 
2017年 8

月 29日 

股权转让方：中麦控股有限公司                                                                   

保证人：巴士在线、王献蜀、高霞、中麦移动                                                         

2017年 8 月 29 日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合同》：转

让中麦移动网络有限公司 2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200万

元）收益权，转让总价为壹亿元；同日签订《质押合同》，

质押中麦移动 20%股权；同日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                                                                             

款项发放：2017年 10 月 12日支付转让价款 620万元；                                                      

强制提前回购日：2018年 2 月 24日；                                                               

回购溢价：年化 11%（按 365 天计算），于每自然季度末月

的 20日支付；                                                        

违约金：应付未付款为基数，每日万分之五；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12 

华融华侨

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3亿元 
2017年 4

月 26日 

借款人：中麦控股                                                                                 

保证人：王献蜀、高霞、巴士在线                                                                     

2017年 4月 26日华融华侨委托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向中

麦控股发放贷款三亿元，并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资金

信托合同》，2017年 4 月 27 日发放贷款 ；同日签署《保

证合同》，同时质押中麦控股、高霞所持 37440342股巴士

在线股票并签署《股票质押合同》（证据中未提交本合同）；

国投康泰于 2017年 12 月 25日通知贷款于 12 月 28日提前

到期；                                                                

款项发放：2017年 4 月 27日足额发放；                                                                

还款情况：已支付第一期、第二期利息；                                                           

贷款期限：24 个月，自 2017 年 4月 27日至 2019年 4 月 27

日；                                              

利息：年化 12%，按季度付息，每季度末 20 日为付息日；                                              

违约金：本金的 25%；                                                                              

逾期还款利息：逾期本息的每日 0.5%； 

王献蜀私自违

规行为，未经内

部审议流程，上

市公司不知情。

公司收到相关

法院传票后及

时进行了信息

披露。 

担保金额合计 68510.80万元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会计师对你公司2018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是导致2017年度无法表示意见所述事项对本年度财务报表已不存在广泛影响，但该事项对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可能存在影响；此外，会计师认为多起未决诉讼事项导致你公司多项资产及银行账户被冻结。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1、请会计师详细说明认定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影响不广泛的依据，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你公司预计负债-未决诉讼7.07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对未决诉讼计提损失3.05亿元。请结合未决诉讼的案件进展、所掌握的证据和承担责任的可能性等，详细说明本期计提大额未决诉讼损失的会计处理依据、合理性及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前期及本期多计提预计负债-未决诉讼后期冲回从而实现对业绩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三、2018年12月24日，你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处置协议》，将所持有的巴士科技100%股权以评估后净资产作价1元转让给自然人鲁敏。确定不纳入合并范围的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并确认投资收益8,766.05万元。
	1、请详细说明不纳入合并范围的日期确定为2018年12月31日的依据和合理性。
	2、请说明上述交易中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原则，并详细列示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
	3、12月7日，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18】第 23 号），要求你公司结合本次交易作价，说明处置该资产对你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以及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及确认依据，相关会计处理和计算过程。12月22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合并报表层面产生的投资收益为544.51万元。请说明两次投资收益披露不一致的原因，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需要更正的情形。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资产减值2.12亿元，其中坏账损失1.61亿元，固定资产减值损失4,365.18万元。
	1、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8,369.61万元，请结合你公司应收账款信用政策、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是否存在本期业绩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2、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7,715.62万元，其中主要是对巴士在线的暂借款7,240万元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对巴士在线暂借款7,240万元形成的时间、暂借款的用途；你公司在存在回收风险的情况下，提供暂借款的原因、拟采取的收回措施；是否存在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报告期内，你公司对机器设备计提减值准备4,249.37万元。请结合未来经营计划、机器设备的成新率、技术更新升级等情况，说明本期对机器设备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是否存在本期业绩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3,582.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8%，新增离职补偿费用1,985.26万元。年报指出，你公司人员大量流失。请结合你公司员工数量变化、薪酬结构及体系等，说明在人员流失、新增大额离职补偿费用的背景下，你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较上年大幅增长主要系原子公司巴士科技相关变化所致。有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如上表所示：
	（1）巴士科技运维、销售人员减少较多，因此主营业务成本与上年相比下降了57.06%，销售费用与上年相比下降了48.65%。
	（2）网生和视频部门研发人员减少较多，并且当初公司为了挽救巴士科技的经营（主要是媒体广告业务），仍保留了大部分与媒体广告业务相关的技术人员。由于该部分技术人员2018年度的主要工作内容不再是媒体播控技术的研发，而是技术维护和检测工作，依据会计准则不符合研发费用的定义，该部分技术人员薪酬在2018年不再在研发费用科目列支，而在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科目中核算。因此，研发费用总额与上年相比下降了89.78%，其中由原研发费用转为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科目列支的金额为8,976,955.93元。
	（3）原子公司巴士科技在2018年管理人员及媒体业务员工（包括研发人员）相对稳定。并且，由于媒体业务研发工作的停滞，导致媒体业务的技术人员薪酬在2018年不再符合计入研发费用的要求而列入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科目核算。另外，为了2018年传媒业务的开拓，巴士科技公司引进了新的管理团队，招聘了一批新的专业人士，同时为了挽留部分核心人才采取了一定的激励措施，也同步增加了管理费用--职工薪酬。以上是导致2018年度管理费用--职工薪酬同比2017年度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巴士科技员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大部分...
	六、报告期内，你公司利息费用358.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82%。请详细说明利息费用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我公司利息费用主要系向间接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产生。公司账面借款明细如下：
	单位：元
	由上表可知，因2017年底原子公司巴士科技业务经营、资金周转困难，陆续向间接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2018年度借款金额为6,900万元，借款大幅度增长致利息费用增加。
	七、报告期内，你公司传媒-互联网行业营业收入1,618.8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6.4%；营业成本1.0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4.57%。请结合营业成本的具体构成及变动情况，详细说明营业成本的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的变动幅度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我公司传媒-互联网业务营业成本的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的变动幅度不一致的原因主要系核心业务—媒体广告业务的成本主要为固定成本，如媒体资源费（包括车辆租赁费、CCTV移动传媒呼号使用费等）、CCTV移动传媒内容使用费以及设备折旧费等，与营业收入的增减变化敏感性较低。
	（1）巴士科技传媒-互联网业务的核心业务是媒体广告业务，包括自有媒体业务和代理媒体业务。2018年度、2017年度媒体广告业务收入成本如下表：
	单位：元
	如上表所示，媒体广告业务收入下降95.69%，成本下降36.40%，由此可见，造成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系媒体广告业务所致。
	（2）构成巴士科技自有媒体广告业务的成本基本是固定成本，与营业收入的增减变化敏感性较低。其主要成本构成如下表：
	单位：元
	如上表所示，自有媒体广告业务收入对应的主要成本为媒体资源费、机器设备折旧和内容支出（主要为CCTV移动传媒内容使用费），其中媒体资源费中的车辆租赁费系与供应商（各地公交公司）签订长期媒体资源（公交车辆）租赁协议，年租赁费按合同约定支付，媒体资源费中的CCTV移动传媒呼号使用费全年固定500万元；机器设备折旧系巴士科技自建的媒体广告播放系统硬件，包括安装在公交车上的主机和电视屏幕；内容支出中的CCTV移动传媒内容使用费全年固定1000万元。上述几项成本均为相对固定成本，与营业收入的增减变化关联度不高。
	综上，公司传媒-互联网行业营业成本的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的变动幅度不一致的原因，是巴士科技核心业务媒体广告业务的对应成本相对固定造成的。
	八、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71.33%。请详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我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71.33%，如下表：
	单位：元
	导致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巴士科技2018年业务经营低迷，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较差。2018年巴士科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表如下：
	单位：元
	如上表，巴士科技2018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3,929,278.78元，主要原因系巴士科技2018年营业收入下降较多，且应收账款回收情况不理想所致。业务收入大幅下滑，应收账款回款不理想，双重因素导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而支出下降幅度小于收入下降幅度。因此巴士科技2018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
	因2017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269,290.80元，基数较小，而2018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3,929,278.78元，不仅绝对值较大，且为负值，因此同比减少7219.85万元，下降873.09%，比例较大。
	九、年报指出，为防止出现供应商断供问题及无法正常履约交货的风险，在主要客户的强烈要求和大力协助下，新嘉联从2018年10月份开始实施“反代工”计划，将主要零部件的供应链采购及主要客户的成品交付转至第三方完成。报告期内，你公司电子元器件行业收入1.24亿元，占总收入的86.57%。请详细说明“反代工”计划具体的商业模式、与你公司原有模式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变化；报告期内该模式下收入确认的金额、收入确认方法、原则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十、王献蜀、夏秋红、杨方、蔡红、费立纬、孟梦雅、韩涛、龚伟华和吴旻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五年内将不主动从标的公司离职，若主动离职，则其直接或间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如有）将由上市公司以1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年报指出，上述承诺人未严格履行承诺。请详细说明上述承诺人未严格履行承诺的具体情形、对你公司的影响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一)未严格履行承诺的具体情形：截至2018年12月，相关承诺主体，均已不在标的公司任职。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对标的公司经营的影响
	王献蜀系标的公司创办人，在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标的公司众多业务和重大项目主要系由王献蜀统筹协调落实，部分重大项目和客户系其直接联系；在其失联后，众多客户合作态度转向观望，致使标的公司传统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广告业务量大幅减少，视频和网生社区等两大业务逐步陷入停滞，诸多重大项目被迫终止，从而导致巴士科技2017年度经营出现大幅亏损，该亏损情形延续至2018年度。同时，由于标的公司相当部分客户、供应商采取回避、观望等不合作态度，且员工大量离职，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上市公司2...
	除王献蜀外，其余人员亦为标的公司的高管、技术骨干、业务骨干，其在承诺期限内主动离职，对标的公司的业务经营、应收账款回收等方面均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2、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上表中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主体，同时参与了标的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的业绩承诺，并与公司签订《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
	标的公司未完成2017年度业绩承诺，按照约定，相关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对未完成业绩部分先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以现金进行补偿。在履行业绩补偿过程中，包括上述5人在内的12名补偿义务人拒绝履行未完成盈利承诺的补偿承诺。导致公司无法回购注销其应进行补偿的股份和应获得的现金补偿，致使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大幅亏损而未获得弥补。
	公司已对包括上述5人在内的12名业绩补偿义务人进行起诉，并司法冻结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中麦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高霞等提出管辖权异议，故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三)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参与本案的诉讼，公司将积极主张公司合法权益，督促、推进该案件的进展，积极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十一、补偿义务人中麦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高霞等11名股东承诺巴士科技2017年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2亿元，巴士科技2017年度实际业绩为亏损8,087万元。2018年5月4日，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66 号），要求你公司结合有关协议，补充披露相关补偿义务人预计需向上市公司补偿的金额、补偿方式、目前是否已进行有关会计处理及具体依据，是否已充分运用谨慎性原则，相关会计处...
	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