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0 年年报问询函 

相关问题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问询函问题 1】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丰集团”）通过收取预付款项及占用库存现金的形式占用你公司及子公司

自有资金共计 24,193.38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95%。报

告期内，瑞丰集团仅归还 426.6 万元。截至 2020 年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

余额 4.59 亿元，坏账准备 3.3 亿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1.28 亿元。其中，

其他应收款中应收瑞丰集团 2.43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2.42 亿元。 

请你公司： 

（1）请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关联方再次全面

自查并列表披露 2020 年及以前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明细，包括但不限

于相关占用事项发生时间、占用方式、占用金额、具体原因、对手方及与控股

股东的关系等； 

（2）说明你公司按预付对象归集的 2020 年末余额为 1,012.39 万元的前五

名预付账款中，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资金占用情形； 

（3）请核查并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的资

金及资产状况，是否具备归还被占用资金的意愿和能力，在此基础上分析你公

司对瑞丰集团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是否充分，计提金额是否准

确、谨慎； 

（4）请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解决上述资金占

用的措施及期限，你公司董事会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未采取司

法途径及财产保全措施的主要考虑，董事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请你公司监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详见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摩登大

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问题 1】之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监事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列席了本年度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参与重大事项的经营决策。 

（2）检查公司合同、诉讼情况、报表、银行明细、财务凭证资料，确认本

年度是否新增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 

（3）分析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产情况，评估控股股东还款能力； 

（4）了解公司未采取司法途径及财产保全措施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原因，

并分析其合理性。 

2、核查意见 

监事对上述资金占用回复予以确认,了解到 2020年度公司董事会为解决资金

占用问题，多次督促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筹集资金还款，然而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产负债规模大，偿债能力弱，未能全额

偿还资金占用款项，公司监事将切实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监事职责，监督公司董

事会积极推进资金占用还款，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问询函问题 3】 

2018 年 3 月 1 日，你公司子公司香港卡奴以 1 万港元购买程蔼琳持有的骏

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优集团”）100%的股份，收购前骏优集团尚未开

展实质业务。2018 年 4 月 13 日，你公司设立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伊韵”），持股比例为 55%，程蔼琳、曾炳辉分别持股 40%和 5%。2020

年 4 月 30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将骏优集团 100%股权、广州伊韵 55%股

权均以一元价格出售给程蔼琳。出售时，广州伊韵尚欠你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



共计 1,526.22万元，双方协商由广州伊韵承担对你公司的债务总额为 1,120万元；

骏优集团尚欠香港卡奴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港币 2,157.95 万元（折算为人民币

1,933.05 万元），双方协商由骏优集团承担对香港卡奴的债务总额为人民币 700

万元。相关债务将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分三次偿还，程蔼琳、曾炳辉对骏优

集团的特定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以广州伊韵 100%股权作为质押对广州伊

韵的特定债务提供担保。2020 年 4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拟出售控股子公司

股权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出售前述两家公司的主要原因为其所处地区行业竞

争加剧且过往业绩发展不如预期。 

请你公司： 

（2）核查程蔼琳、曾炳辉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

董监高、5%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

他与你公司的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你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形； 

（4）截至回函日前述两家公司对你公司的借款偿还进展情况，是否符合还

款计划安排，交易对方是否具备代为偿还相关借款的意愿和资金实力，并请提

供银行还款凭证（如有）。 

请你公司监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详见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摩登大

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问题 3】之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监事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程蔼琳、曾炳辉确认的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

股东、董监高、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相关声明文件；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途径，未发现上述单位、

个人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5%以上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 

（3）抽查还款明细、核对银行还款凭证，确认上述借款还款情况属实； 

（4）与公司业务对接人访谈，并检查股权质押和资产抵押担保协议，确认

担保方具备较强的还款意愿和履约能力。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监事认为： 

广州伊韵和骏优集团借款偿还情况予以确认，部分款项因客观情况存在逾期

还款的情况，但逾期天数较短，基本符合还款计划安排。交易对方具备较强的还

款意愿和资金实力。 

【问询函问题 4】 

你公司 2021 年 4 月 16 日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你公司 2021

年 5月 16 日晚间披露《关于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部分

公司资料失控的公告》（以下简称《失控公告》），称 2021 年 4月你公司拟启

动对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公司

的专项审计并遭其拒绝。我部已于当日晚间发出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211

号予以高度关注。 

请你公司进一步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 

（1）请说明在刚结束年度审计的情况下，你公司短期内再次对悦然心动进

行专项审计的原因及必要性，你公司披露子公司资料失控的背景是否真实，在

此基础上全面核查《失控公告》所披露的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说明你公司与悦然心动最近三年的资金往来明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时间、流向、用途、金额、方式，是否存在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变相）占用的情形。 



请你公司监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详见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摩登大

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问题 4】之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监事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悦然心动近三年财务报表、往来函件，查阅《失控公告》所披露

的相关往来文件、邮件和微信记录； 

（2）查询往来资金银行流水记录，确认不存在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占用的情况； 

（3）获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占用资金的相

关声明。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监事认为： 

公司短期内再次对悦然心动进行专项审计存在是必要的，对《失控公告》所

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予以确认，公司与悦然心动最近三年的往来资金

不存在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占用的情形。 

【问询函问题 5】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林永飞、控股股东关联方公司广州天

河立嘉小顿贷款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和你公司监事陈马迪等 3

人合计提供违规担保余额 3.23 亿元，预计解除方式为你公司胜诉或债务人主动

还款，其中对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关联方的预计解除时间需待二审判决结果，

对公司监事的预计解除时间为待执行。报告期末，你公司由于诉讼事项确认预

计负债余额 1.57 亿元，诉讼事项相关预计负债转回 1.45 亿元形成营业外收入。 



（2）说明上述违规担保的解决进展情况，并自查截至回函日，除上述担保

外，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未予披露的违规担保事项。 

请你公司监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详见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摩登大

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问题 5】之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监事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检查公司印章管理制度、OA合同审批流程、用印记录和合同档案； 

（2）核查公司提供的违规担保资料，相关诉讼案件材料； 

（3）与公司法务沟通违规担保诉讼进展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监事认为： 

上述违规担保的解决进展情况属实，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日，未发现公司

存在其他未予披露的违规担保事项。 

【问询函问题 7】 

你公司 2019 年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9 年对应收账款计提 10,673.40 万元坏

账准备。2020年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年转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377.19 万元，

其中本期坏账准备转回金额重要的项目在 2019 年年报中均显示预计无法收回并

计提 80%-100%的资产减值准备，而本期转回原因均为诉讼和解，涉及金额

3,389.39 万元。其中，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格企业”）、广

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凯姆”）的监事均为翁武燕，你公司

对该两家公 司的 2019 年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326.91 万元和 1,908.77 万

元，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276.92 万元和 1,908.77 万元，本期分别转回 150 万元和



603.74 万元。 

（3）品格企业、斯凯姆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翁武游、翁武强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应收账款是否涉及关联方（变相）占用你公司资金的

情形。 

请你公司监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详见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摩登大

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问题 7】之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事项，监事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网站，未发现品格企业、斯凯姆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翁武游、翁武强存在关联关系； 

（2）查阅公司与品格企业、斯凯姆诉讼文件； 

（3）获取了翁武燕、翁武游、翁武强等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资金占用的

相关声明。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监事未发现品格企业、斯凯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翁武游、翁武强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上述应收账款涉及关联方（变相）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问询函问题 13】 

你公司 2019 年 8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资产出售相关协议的公告》显示，

你公司拟将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相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等资产（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出售给广州市建康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9.75

亿元（含增值税）。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标的资产账面原值 8.18 亿元，账面



净值 7.78 亿元，评估值为 9.75 亿元，评估增值率为 25.33%。标的资产所占地块

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9,280 平方米，地上建筑预测建筑面积合计为 49,389 平方

米，地下建筑预测面积为 21,641 平方米。本次交易预计实现利润约 1,000-3,000

万元，鉴于尚存在未付工程款数额未确定的情况，最终利润金额以审计结果为

准。本次交易可能造成你公司高新技术产品的收入占比低于 60%，从而导致失

去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因出售标的资产实现损益

8,035.82 万元，占你公司当期净利润的 1,098.16%。 

请你公司： 

（1）结合同时期同地段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价格评估情况、标的资产抵押受

限、在建工程及未付工程款等情况，说明标的资产估值的公允性、合理性； 

（2）说明本次交易预计实现利润与实际实现利润差异较大的具体原因，处

置收益的计算过程，计入当期损益金额的准确性、合规性； 

（3）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你公司失去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是否影响你公

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是，请说明对你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具体影响。 

请你公司监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详见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摩登大

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问题 13】之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事项，监事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了总部大楼资产评估报告、收购协议书； 



（2）了解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的条件，结合公司情况，判断公司

是否符合相关条件，经了解后，本次交易可能会导致公司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

相关条件；  

（3）查阅公司总部资产账面明细数据、交易支付明细和凭证，查阅主要施

工协议和补充协议等资料； 

（4）查阅《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工作指引》等规定。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监事对标的资产估值公允、合理，处置收益的计算过

程和计入当期的损益金额准确、合规。丧失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和不再享受优惠税

收政策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监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

问题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监事（签名）： 

 

张家珍                 林志婷                 陈越越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2021 年  月  日 

 


	【问询函问题1】
	【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问询函问题3】
	【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问询函问题4】
	【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问询函问题5】
	【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问询函问题7】
	【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问询函问题13】
	【公司回复】
	【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