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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监会 2020年半年报关注函等函件的回复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监管关注的函》（桂证监函 2020-497 号，以下简

称“《关注函》”），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组织公司人员认真核实

相关问题， 现回复如下： 

一、关于 2020年半年报披露上年同期主要财务数据与 2019年半年报披露

数据差异 

具体项目 
2020 年半年报披露上年同

期数据 2019 年半年报披露数据 

营业收入（元） 5,928,877.81 255,860,40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73,641,538.02 65,071,33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元） 

-73,474,086.58 65,238,78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78,394,188.52 -178,394,188.52 

总资产（元） 3,220,386,353.96 7,388,183,63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671,401,185.30 5,724,424,632.99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数据差异原因。你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披露《更正公告》

（编号：2020-029）,将 2019年第一、第二季度的营业收入合计从 255,860,408.92

元调整为 5,928,877.81 元， 营业成本合计从 114,283,709.03 元调整为

3,065,050.32 元，调整原因为滞后确认。请你公司说明滞后确认含义、原因和

具体情况。 除上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数据，请公司说明其他数据变动情况、 变

动原因。涉及 2019 年已披露定期报告财务数据调整的，及时更正并公告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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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数据的修改情况已于公告编号 2020-029 的更正公告提及，因未重新披

露所有财务数据修改的具体数据公告，现导致数据信息不匹配，我司将近日重新

披露所涉及的全部数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中的相关规定：“在建造合同的结

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

同费用。合同完工进度按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

定。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A、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地计

量；B、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C、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

楚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D、合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能够可

靠地确定。如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但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

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

费用；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使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不确定因素不复存在的，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

定与建造合同有关的收入和费用。”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谨慎性原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

的相关规定，对于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缺乏确认完工进度的依据的，

以及不满足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条件的项目进行了梳理和

实际复核。发现2019年第一季度中对重庆市永川区天禾智慧商圈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的《智慧能源工业企业电力大数据二期项目》和《永川区智慧商圈设计、建设

项目合同》、成都市广中影视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大邑影视基地大数据中心

项目》；第二季度中对重庆市永川区天禾智慧商圈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永川区

智慧商圈设计、建设项目合同》、成都市广中影视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大邑

影视基地大数据中心项目》中存在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缺乏确认完

工进度的依据的，以及不满足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条件。 

公司进行了自查和调整，对于前期公司员工流动性大，新来的财务人员不熟

悉具体情况，由此造成部分财务数据出现偏差，对于未完全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

履约义务，留待公司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并很有可能收回因向客户转让商

品或提供劳务而取得的对价时再确认收入。 

具体需要调整的项目数据如下（数据为此前公告的调整滞后收入）： 

                                                       单位：元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一季度   二季度  

重庆市永川区天禾

智慧商圈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智慧能源工业企业

电力大数据二期项

目 

            

63,811,077.59  
  

重庆市永川区天禾

智慧商圈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永川区智慧商圈设

计、建设项目合同 

            

32,553,102.59  

            

4,513,274.34  

成都市广中影视大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大邑影视基地大数

据中心项目 

            

97,620,448.27  

           

51,433,628.32  

总计   
        

193,984,628.45  

       

55,946,902.66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破产清算进展 

你公司披露 2019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夏科技）被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法人印章、 营业执照等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被移

交给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自此你公司不再拥有天夏科技的财务与经营控制

权。请说明在你公司不再拥有对天夏科技财务与经营控制权后依然将其纳入半年

报合并报表的依据，说明天夏科技破产清算事项进展并提供相关佐证。 

 

回复： 

关于全资子公司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夏科技）破产事宜，

于 2019 年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年度审计报告中，审计机构已有所提及： 

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适当性 

贵公司子公司天夏科技 2019 年 11 月 27 日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其公章、

财务章、发票专用章、法人印章、营业执照等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被移交给

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自此天夏智慧不再拥有天夏科技公司的财务与经营

控制权，公司积极与债权人、破产管理人、相关监管部门进行沟通，为了更

好地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正在达成和解，终止破产程序的实施，收回

对天夏科技公司的财务与经营控制权，因此将天夏科技纳入本期财务报表合

并范围。但相关和解协议正在签定中，债权人会议表决是否通过，法院是否

裁定终止破产清算存在重大不确性。 

我公司认为现天夏科技因牵涉债权人债务事项较多，谈判过程较为冗长，

现处于努力和解，终止破产程序阶段，并未正式进入破产清算流程，遂纳入

半年报合并报表中。 

 

三、关于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业务情况 

在天夏科技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你公司 2020 年半年报披露天夏科技报告

期内营业收入 4,769,661.62 元，请公司说明在天夏科技进入破产清算后如何产

生上述营业收入。公司披露的主营业务（包括软件产品销售、系统集成建设与运

营服务）具体由哪些实体实施，以及 2020 年上半年主要业务开展情况，请分项

目、 分客户说明具体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 

 

回复： 

具体营业收入见下表： 

实施实体 项目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不含税收入 主营业务 

成都天夏正

永科技有限

公司 

万盛背街小

巷 

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

公司重庆市

分公司 

433152.00 408633.94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

永科技有限

公司 

甘孜 12345 联通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

四川省分公

司 

360000.00 339622.63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

永科技有限

公司 

甘孜 12345 联通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

四川省分公

司 

36861.76 34775.25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

永科技有限

公司 

万盛背街小

巷 

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

公司重庆市

分公司 

324864.00 306475.47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

永科技有限

公司 

甘孜 12345 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

公司重庆市

分公司 

33989.22 32065.30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

永科技有限

公司 

万盛背街小

巷 

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

公司重庆市

分公司 

216576.00 204316.98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

永科技有限

公司 

甘孜 12345 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

公司重庆市

分公司 

259020.00 244358.49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

永科技有限

公司 

龙泉雪亮工

程 

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 

3391378.37 3199413.56 运营和维护 

  总计： 5055841.35 4769661.62  

 

 

具体营业成本见下表： 

实施实体 项目 供应商名称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 

成都天夏正永

科技有限公司 

万盛背街小巷 重庆速程通信

设备有限公司 

194174.76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永

科技有限公司 

甘孜 12345 四川巨力众诚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6699.03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永

科技有限公司 

甘孜 12345 甘孜州鑫城装

饰有限公司 

28947.34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永

科技有限公司 

万盛背街小巷 重庆速程通信

设备有限公司 

97087.38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永

科技有限公司 

龙泉雪亮工程 成都建亿科技

有限公司 

25115.18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永

科技有限公司 

甘孜 12345 四川巨力众诚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388349.51 运营和维护 

成都天夏正永

科技有限公司 

万盛背街小巷 重庆速程通信

设备有限公司 

97087.38 运营和维护 



  合计： 857460.58  

 

注：成都天夏正永科技有限公司为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你公司在半年报中披露“公司经营业务已基本停滞，对外借款全部逾期，
欠缴应交税款，欠发员工工资，大量员工离职，截止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没

有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多个银行账户因诉讼事项被冻结，重要子公司天夏
科技及苏州天夏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
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
对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应对详见附注十四、（三）”。 

经查，你公司在 2020 年半年报对应内容中无前述提及的“附注十四、
（三）”，请进行说明。请你公司说明在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
下，对确保可持续经营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关于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应对措施 

1、进一步集中主业，强化内部管理，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市场布局，全面促进

营销工作，推进新业务开展，确保公司资产质量及经营状况得到较好改观，维持

持续经营能力； 

2、加强运营成本控制，降低各项费用，优化公司资产状况，强化内部控制与财

务管理，完善风险管控，提升公司整体管理水平； 

3、在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公司将寻求符合公司当前状况的

发展机会，开展与优质资产、优质机构的合作，推动公司业务有序和稳定发展，

通过多种途径开拓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业绩增长能

力。  

4、强化内控体系建设，有效防范企业风险 

公司将进一步规范运作，完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

能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内控监督水平，确保公司风险可控，健康发展。

（1）、推进在手订单的执行，持续跟进项目的资金使用进度、工程建设和维护

进度，争取在项目建设顺利进行的同时，提供资金使用效率； 

（2）、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注重人才培养，强化公司人才梯队建设，建立

以绩效为导向的薪酬和考核体系，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3）、资者管理工作，建立与投资者良性互动的沟通渠道； 

（4）、将积极配合监继续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加强投管部门的调查工作，主张权益，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5、改善企业经营现金流 

一、加强对项目应收账款的回收工作，制定以下保障措施： 

（1）、制定并执行公司的销售回款制度，提高相关负责人的回款意识。 

（2）、加强计划管理工作，明确收款责任。针对不同的项目，与甲方及业主方

充分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回款计划。 

（3）、加强项目的实施和管理，确保各个项目达到最高的客户满意度，不仅是

树立企业形象的要求，也是提高项目回款率的根本保证。 



二、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给企业补充经营现金流。 

 

 

五、关于重大诉讼、仲裁及违规担保事项进展 

你公司 2020年半年报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以及违规担保事项与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2020 年 5月 11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

公告》（编号：2019-068）、《关于担保纠纷进展的公告》（编号：2020-025 ）

的内容存在差异， 请说明原因。请你公司及时披露涉及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及

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及变动情况。 

 

回复： 

我司已针对最新违约担保情况发布公告，详情参考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20-049，因诉讼及仲裁数量较多且较为复杂，我司正在组织人员进行统计，将

与近日发布公告。 

 

特此回函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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