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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4          证券简称：*ST赛为        公告编号：2021-103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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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 月 1日，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赛

为智能”）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

问询函》（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21】第 1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

司在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针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实，现将问询

函中所关注到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整改报告》中涉及的相关事项 

2021 年 6 月 9 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

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以下简称《整改报告》），称

公司拟对部分资金实际支出情况与披露情况不符及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内控

执行不到位等情况进行整改。8 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以下简称《差错更正公告》）显示，你公司对前期会

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涉及

财务报表多个科目，导致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2018 年至 2020 年净利润分别调

减-1,771.94 万元、-4,891.72 万元、-9,210.71 万元。 

1. 《差错更正公告》披露，针对合并子公司安徽中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潜建筑”）2018 至 2020 年度报告等对 2020 年度报表进行调整。《整

改报告》显示，公司于 2018 年 3 月以增资方式获得中潜建筑的股权并实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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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司未将中潜建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中潜建筑为公司子公司马鞍山学院承

接建筑工程，合计提供工程服务总额 1.3 亿元，马鞍山学院向中潜建筑支付工

程款 1.2 亿元。 

请你公司结合中潜建筑的校舍建设实际情况、工程款最终流向、2018 至 2020

年的财务数据及合并抵消情况，说明对合并报表会计差错调整的具体分录和调

整依据，调整后的财务报表是否体现了中潜建筑的业务实质。 

回复： 

（1）中潜建筑承建马鞍山学院的校舍建设实际情况 

安徽中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潜建筑”）于 2018年 5月与马

鞍山学院（以下简称“马院”，前称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签订建筑施工合同，

金额为 1.05亿元，负责承建马院二期教学楼、实验楼、食堂、教师公寓及实训

车间施工总承包工程，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 E#F#G#教学楼、3#4#实验楼、食堂、

教师公寓、实训车间等，建筑总面积约 6.3万平方米，工程承包范围有土方工程、

桩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室内水电安装工程、室内外装修、铝合金门窗工程、

钢结构工程及消防工程，截至目前该工程已全部竣工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马院已付款 11,146.49万元。2021年 6月完成项目结算，

结算金额为 1.75亿元。合同结算金额较原合同金额高出 7,000.00万元，主要由

于合同签订于 2018年 5月，在施工过程中，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室外设计

变更工程量增加所致。 

中潜建筑于 2020年 5月与马院再次签订建筑施工合同，金额为 8,000万元，

负责承建学生公寓 13#-16#楼施工总承包工程，建筑面积约 3.65万平方米。其

中学生公寓 15#16#楼建筑面积为 19253.64平方米，截至问询函回复日，已竣工

验收合格并已投入使用；另学生公寓 13#14#楼建筑面积为 17243.52平方米，已

完成桩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现已进入室内装饰装修阶段，正在铺设宿舍内

地砖、卫生间墙砖，进行阳台防水施工及粉刷内墙腻子，后期将进行室内水电安

装、铝合金门窗安装及室外管道施工学生公寓 13#14#预计 2021年底完工。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此项目马院已付款 1,120.00万元。 

（2）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中潜建筑工程款流向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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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 项目  用途  金额 （万元） 

1 深圳前海俊涵科技有限公司 

二期教

学楼、

实验

楼、食

堂、教

师公寓

及实训

车间工

程 

 材料款  2,895.00 

2 合肥多亚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劳务款  2,740.52 

3 合肥欧莉云商贸有限公司  材料款  1,028.90 

4 深马建材（马鞍山）有限公司  材料款  935.00 

5 贺仁华 
 垫付税金材

料款  
339.42 

6 合肥锦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297.00 

7 
合肥伟泽轻钢结构制品有限公

司 
 材料款  250.00 

8 
安徽城地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分包款  246.49 

9 
庐江县众力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 
 材料款  195.00 

10 
庐江县众力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 
 材料款  150.00 

11 合肥惠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140.00 

12 当涂县姑孰镇丽彬烟酒店  材料款  120.51 

13 马鞍山市花山宏大线缆批发部  材料款  116.81 

14 义安区西联乡团进新型墙材厂  材料款  115.21 

15 安徽维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115.00 

16 
安徽蕙杰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款  100.00 

17 其他 
 工程款/材

料款  
1,089.32 

18 合肥多亚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公寓

13#-17

#楼工

程 

 分包款  358.55 

19 
马鞍山市利桥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材料款  232.56 

20 
马鞍山市建诚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 
 材料款  170.08 

21 其他 
 工程款/材

料款  
172.72 

合      计     11,808.09 

其中，前海俊涵为中潜建筑供应材料中间商，其对应的具体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最终供应单位 项目  用途  金额 （万元） 

1 深圳市易慧贸易有限公司 二期

教学

楼、实

验楼、

食堂、

教师

 材料款  498.00 

2 盛瑞建材（深圳）有限公司  材料款  451.00 

3 
安徽蕙杰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材料款  410.00 

4 庐江众力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材料款  399.00 

5 合肥锦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款  2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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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肥市瑶海区明乐建材经营部 公寓

及实

训 

 材料款  260.00 

7 马鞍山兴豪建材经营部  材料款  226.00 

8 
合肥伟泽轻钢结构制品有限公

司 
 材料款  197.00 

9 南京市溧水区乐泽五金经营部  材料款  121.00 

10 其他 其他 52.00 

合      计   2,895.00 

（3）2020年度中潜建筑各期财务数据及合并抵消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赛为”）于 2018

年 3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中潜建筑 51%股权，2018年 11月，合肥赛为完成收购

少数股东 49%的股权后，合肥赛为持有中潜建筑 100%股权，由于公司前期对相关

准则的理解及适用错误，未将中潜建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经公司管理层充分

讨论，结合审计机构的意见，公司认为根据中潜建筑的股权情况以及董事、高管

人员任免情况，需自 2018年 3月开始将中潜建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本

次半年报编制过程中，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 

2020年度中潜建筑主要的会计科目记录情况如下： 

会计科目 科目金额（元） 会计科目 科目金额（元） 

货币资金 404,897.11  实收资本 50,000,000.00  

应收账款 16,587,045.38  未分配利润 -149,539.91  

预付款项 16,400,205.6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850,460.09  

其他应收款 49,862,154.5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3,702,575.75  

其他资产 448,273.16  营业收入 35,922,544.65  

资产合计 83,702,575.75  营业成本 34,920,173.76  

应付账款 1,801,708.78  管理费用 772,047.89  

预收款项 30,694,534.25  
其他损益（负数表示亏

损） 
-170,803.27  

其他应付款 1,050,619.05  营业利润 59,519.73  

其他负债 305,253.58  利润总额 59,519.73  

负债合计 33,852,115.66  净利润 59,519.73  

2020年度主要合并抵消情况如下： 

1、抵消承建马院工程当期产生的内部损益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营业收入（元） 32,852,050.09   

贷：营业成本（元）  31,906,240.35  

贷：在建工程（元）  945,8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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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抵消承建马院工程以前年度产生的内部损益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元） 2,315,743.72   

贷：在建工程（元）  2,315,743.72  

 

3、抵消长期股权投资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实收资本（元） 50,000,000.00   

贷：其他应收款（元）  237,845.50  

贷：其他应付款（元）  49,762,154.50  

确认的其他应付款主要是由于以前期间中潜建筑母公司合肥赛为未确认该项长

期股权投资，在合并抵消层面确认的合肥赛为对中潜建筑的其他应付款。 

在合肥赛为层面看，将支付给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款 237,845.50元计入其他应收

款，同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合肥赛为应承担的原股东向中潜建筑借款 49,762,154.50

未入账。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商誉（元） 42,821.46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元）  42,821.46  

   

4、抵消往来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应付账款（元） 16,582,816.15   

借：其他应付款（元） 50,343,060.06   

借：预收款项（元） 30,672,404.92   

贷：应收账款（元）  16,582,816.15  

贷：其他应收款（元）  50,343,060.06  

贷：固定资产（元）  30,672,404.92  

抵消的固定资产主要是马鞍山学院本期计入固定资产部分，即是中潜建筑的

工程结算金额大于工程施工金额的差额。马鞍山学院以中潜建筑开出的结算发票

作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入账金额，中潜建筑将工程结算金额大于工程实际

施工部分金额（合同成本加合同毛利）在报表中重分类至预收账款。 

予以抵销的往来中，除了前述固定资产部分和股权转让部分，还有少量的中

潜建筑与合肥赛为、马鞍山学院的其他往来。 

（4）2019年度中潜建筑各期财务数据及合并抵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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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中潜建筑主要的会计科目记录情况如下： 

会计科目 科目金额（元） 会计科目 科目金额（元） 

货币资金 599,521.02  实收资本 50,000,000.00  

应收账款 10,153,600.00  未分配利润 -209,059.64  

预付款项 28,950,205.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790,940.36  

其他应收款 49,962,154.5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9,879,209.55  

其他资产 213,728.23  营业收入 48,927,579.44  

资产合计 89,879,209.55  营业成本 47,352,111.38  

应付账款 906,360.30  管理费用 793,565.41  

预收款项 38,813,763.19  其他损益（负数表示亏损） -236,703.65  

其他应付款 194,634.26  营业利润 545,199.00  

其他负债 173,511.44  利润总额 545,199.00  

负债合计 40,088,269.19  净利润 545,199.00  

2019年度主要合并抵消情况如下： 

1、抵消承建马院工程当期产生的内部损益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营业收入（元） 48,927,579.44   

贷：营业成本（元）  47,352,111.38  

贷：在建工程（元）  1,575,468.06  

   

2、抵消承建马院工程以前年度产生的内部损益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元） 740,275.66   

贷：在建工程（元）  740,275.66  

   

3、抵消长期股权投资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实收资本（元） 50,000,000.00   

贷：其他应收款（元）  237,845.50  

贷：其他应付款（元）  49,762,154.50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商誉（元） 42,821.46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元）  42,821.46  

   

4、抵消往来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应付账款（元） 10,153,600.00   

借：其他应付款（元） 49,951,375.18   

借：预收款项（元） 38,813,763.19   

贷：应收账款（元）  10,153,600.00  

贷：其他应收款（元）  49,951,3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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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固定资产（元）  38,813,763.19  

抵消的固定资产主要是马鞍山学院本期计入固定资产部分，即是中潜建筑的

工程结算金额大于工程施工金额的差额。马鞍山学院以中潜建筑开出的结算发票

作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入账金额，中潜建筑将工程结算金额大于工程实际

施工部分金额（合同成本加合同毛利）在报表中重分类至预收账款。 

予以抵销的往来中，除了前述固定资产部分和股权转让部分，还有少量的中

潜建筑与合肥赛为、马鞍山学院的其他往来。 

（5）2018年度中潜建筑各期财务数据及合并抵消情况 

2018年度中潜建筑主要的会计科目记录情况如下： 

会计科目 科目金额（元） 会计科目 科目金额（元） 

货币资金 1,036,438.09  实收资本 50,000,000.00  

应收账款 8,600,000.00  未分配利润 -754,258.64  

预付款项 199.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245,741.36  

其他应收款 56,032,154.5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5,755,497.60  

其他资产 86,706.01  营业收入 22,989,927.38  

资产合计 65,755,497.60  营业成本 22,249,651.72  

应付账款 0.00  管理费用 963,545.90  

预收款项 15,359,587.18  其他损益（负数表示亏损） -488,166.94  

其他应付款 1,061,194.68  营业利润 -711,437.18  

其他负债 88,974.38  利润总额 -711,437.18  

负债合计 16,509,756.24  净利润 -711,437.18  

2018年度主要合并抵消情况如下： 

1、抵消承建马院工程当期产生的内部损益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营业收入（元） 22,989,927.38  

贷：营业成本（元）  22,249,651.72 

贷：在建工程（元）  740,275.66 

   

2、抵消长期股权投资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实收资本（元） 50,000,000.00  

贷：其他应收款（元）  237,845.50 

贷：其他应付款（元）  49,762,154.50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商誉（元） 42,8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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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年初未分配利润（元）  42,821.46  

   

3、抵消往来 

会计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应付账款（元） 8,600,000.00   

借：其他应付款（元） 55,062,154.50   

借：预收款项（元） 15,359,587.18   

贷：应收账款（元）  8,600,000.00  

贷：其他应收款（元）  55,062,154.50  

贷：在建工程（元）  15,359,587.18  

抵消的固定资产主要是马鞍山学院本期计入固定资产部分，即是中潜建筑的

工程结算金额大于工程施工金额的差额。马鞍山学院以中潜建筑开出的结算发票

作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入账金额，中潜建筑将工程结算金额大于工程实际

施工部分金额（合同成本加合同毛利）在报表中重分类至预收账款。 

予以抵销的往来中，除了前述固定资产部分和股权转让部分，还有少量的中

潜建筑与合肥赛为、马鞍山学院的其他往来。 

综上，中潜建筑主要是承建马鞍山学院的工程，从合并层面看，所有的合同

毛利均为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因此抵消马鞍山学院入账的合同毛利对应部分

在建工程金额依据充分。如 2020年度合并抵消说明中列示的情况，马鞍山学院

固定资产成本对应中潜建筑工程结算的金额，该金额大于工程施工部分金额，是

由于工程结算进度的期间问题增加所致；抵消前述两项后，马鞍山学院资产入账

金额反应的是中潜建筑施工发生的合同成本金额，从合并层面体现了中潜建筑承

建马鞍山学院工程的业务实质。 

 

2. 《差错更正公告》披露，针对无商业实质的分包成本支出以及根据该支

出确认的工程进度收入对 2020 年度报表进行调整。前期问询函回复显示，你公

司于 2020 年 1月将华兴银行所贷资金及通过预付款等方式将 2.5亿元支付给陕

西格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尚实业”）、深圳市泰和嘉源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泰和嘉源”）、深圳昊天航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天

航宇”）、广州高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高倬”），该交易不

存在商业交易实质，系根据华兴银行的要求用于解决泰达宏利 2017 年认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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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股票的资金回笼问题。上述交易安排通过预付款方式提供资金用以购买财

富共赢 21 号单一资金信托收益权，致实际控制人免于继续承担该等差额补足责

任，涉嫌构成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你公司争取所有资金不晚于 2021

年 10 月底、最迟不晚于 2021 年 12 月底全部收回。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情

况： 

（1）对前述预付款项会计差错调整的具体情况，包括涉及科目、调整金额

等。 

回复： 

格尚实业、泰和嘉源、昊天航宇、广州高倬预付款项会计差错调整的具体情

况如下： 

1、公司向格尚实业预付的款项已在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其他应收款中列报，因

此本次差错更正仅在其他应收款内部列报调整，由其他应收款-往来单位调整至其他应

收款-整改专用，不涉及其他会计科目。 

2、公司累计支付泰和嘉源 61,322,612.68元，其中：已退回 200万元、通过天津

华尔菲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尔菲”）收回 2,100万元，剩余 38,322,612.68

元未收回。调整如下：  

 会计科目 二级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其他应收款（元） 整改专用 38,322,612.68   

 贷：预付款项（元） 泰和嘉源  38,322,612.68  

 借：其他应收款（元） 天津华尔菲 21,000,000.00   

 贷：预付款项（元） 泰和嘉源  21,000,000.00  

 借：信用减值损失（元）  2,100,000.00   

 
贷：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元） 
  2,100,000.00  

3、公司累计支付昊天航宇 96,204,323.55元，其中 25,580,312.70元已通过其他

长账龄的应收账款单位转回，剩余 70,624,010.85元需收回。同时冲回 2020年度当期

确认的项目收入、成本及合同资产，具体调整如下： 

 会计科目 二级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其他应收款（元） 整改专用 70,624,010.85   

 借：应收账款（元）  25,649,047.74   

 贷：预付款项（元） 昊天航宇  96,204,3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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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营业外收入（元）   68,735.04  

     

 会计科目 二级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信用减值损失（元）  4,876,548.29   

 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元）   4,876,548.29  

     

 会计科目 二级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预付款项（元） 昊天航宇 78,227,255.96   

 贷：应付账款（元） 昊天航宇  78,227,255.96  

     

 会计科目 二级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应付账款（元） 昊天航宇 78,227,255.96   

 贷：合同资产（元） 工程施工  78,227,255.96  

     

 会计科目 二级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营业收入（元） 廊坊数据中心项目 82,806,257.24   

 贷：营业成本（元） 廊坊数据中心项目  78,227,255.96  

 贷：合同资产（元） 廊坊数据中心项目  4,579,001.28  

4、公司通过广州高倬转入前海富银用于委托投资的 5,000万元，同时冲回 2020

年度当期确认的项目收入、成本及合同资产，具体调整如下：： 

 借：其他应收款（元） 整改专用 50,000,000.00   

 贷：预付款项（元） 广州高倬  50,000,000.00  

     

 会计科目 二级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应付账款（元） 广州高倬 44,247,787.61   

 贷：合同资产（元） 工程施工  44,247,787.61  

     

 会计科目 二级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借：营业收入（元） 光泰数据中心项目 48,001,494.45   

 贷：营业成本（元） 光泰数据中心项目  44,247,787.61  

 贷：合同资产（元） 光泰数据中心项目  3,753,706.84  

 

（2）经你公司进一步自查，前述资金流转的日最高发生金额，是否实质上

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你公司通过持有财富共赢 21 号间接

持有你公司股份是否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 2020年 1月将华兴银行所贷资金及通过预付款等方式向



11 
 

格尚实业、泰和嘉源等不存在商业交易实质的四家公司支付，系根据华兴银行的

要求用于解决泰达宏利 2017年认购公司定增股票的资金回拢问题，该部分资金

并非由公司使用，亦未被实际控制人用于与公司无关的其他个人事项。但由于实

际控制人对泰达宏利在 2017年认购公司股票提供差额补足责任，上述交易安排

致实际控制人免于继续承担该等差额补足责任，涉嫌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

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

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

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如前所述，相关款项流转的用途系根据华兴银行的要求用于解决泰达宏利

2017年认购公司定增股票的资金回拢问题，并非收购上市公司股份。另外，经

核查前海富银公司基本情况，并经公司实际控制人确认，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无

控制关系、投资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收益权系由前海富银购买，非由上市公司

购买，不存在上市公司购买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

142条规定的情形。 

 

（3）截至本函发出日前述资金的回收进展，所持信托收益权的相关处置安

排。 

回复：截至问询函函发出日前述资金的回收情况如下：  

收款时间 付款单位 收款金额（元） 

2021/4/22 格尚实业     17,950,500.00  

2021/4/23 格尚实业     39,906,630.00  

2021/4/25 格尚实业       3,931,000.00  

2021/4/26 格尚实业       4,380,000.00  

2021/5/11 格尚实业       4,963,000.00  

合计 71,131,130.00 

根据四家公司与前海富银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信托收益权并非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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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持有，上市公司没有对信托受益权的处置安排。 

 

3. 《差错更正公告》披露，公司与深圳前海俊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前海俊涵”）存在以项目咨询管理费的名义计入工程施工成本 969.91 万元、

以技术服务费的名义计入管理费用的 262.32万元，合计支付 1,232.24 万元。

该部分支出经确认为无商业实质的支出，应向前海俊涵及其实际控制人追讨。

针对该问题，你公司冲减相应的成本费用，并确认相应的其他债权。2020 年年

报问询函回复显示，前海俊涵系由公司董事宁群仪的近亲属控制的企业。请你

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情况： 

（1）上述资金流出时点，是否构成向董事宁群仪或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如是，请说明是否事前履行了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于 2017年—2020年向前海俊涵以咨询管理费、技术服务

费的名义合计支付 1,232.24万元，现已确认支付上述资金流出为无商业实质的

项目支出，实质构成对其财务资助款项。前海俊涵承诺最晚不迟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退还 1,232.24万元。后续公司将根据追偿进展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披露

义务。 

 

（2）前述调整金额与《整改报告》中披露的向前海俊涵支付金额及 2020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中提及的与前海俊涵往来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 

回复：  

《差错更正公告》中列示的支付前海俊涵无商业实质的支出范围大于《整改

报告》中披露的向前海俊涵支付金额及 2020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中提及的与前海

俊涵往来金额。 

针对《整改报告》中披露的向前海俊涵支付金额及 2020年年报问询函回复

中提及的与前海俊涵往来金额部分对应的余额，在《差错更正公告》“一、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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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差错更正的原因（一）根据《责令改正决定书》进行整改”中列示。 

本处列示的工程施工成本支付的金额 969.91 万元、以技术服务费的名义计

入管理费用支付的金额 262.32万元为公司在 2020年年报整改过程中，扩大自查

范围及程度后，新增发现的无商业实质支出。 

 

4. 《差错更正公告》披露，数据中心项目存在内控缺陷、管理混乱、核算

不清的情况，自查中发现，已完工验收的项目未按分包合同暂估施工成本，工

程结算后未能按照结算造价及分包商结算成本及时对工程累计确认合同收入及

合同成本进行调整。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调整所涉及工程项目名称、前期确认收入、合同资产、

应收账款金额、分包商实际履行分包义务的时点与发票日期之间的具体差异、

对累计确认合同收入及合同成本与结算金额之间的具体差异，并说明更正金额

的确定依据和计算过程。 

回复： 

公司在自查过程中，针对已结算的数据中心项目，按照结算总价调整合同总

收入，对于累计已确认营业收入与结算总价的差异，在结算年度对营业收入进行

调整；对于项目结算后仍有工程施工入账的，对施工成本的性质进行判断，对于

包含在分包合同项内义务、仅由于未收到分包商的发票而未计入当期营业成本的，

在结算当期按分包合同价款为基础暂估入账。各类型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1）合同累计确认收入与结算金额之间的具体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累计确认收入 结算收入 结算差额调整 结算年度 

武汉五里界 IDC数据中心项

目一期工程项目 
166,126,544.47  - 未结算  

中国联通国富光启北京航丰

IDC数据中心项目系统集成

项目 

231,323,365.86  211,333,751.35  -19,989,614.51  2019年度 

中国联通国富光启月浦 IDC

数据中心项目二期工程系统

集成项目 

302,707,389.05  296,453,403.78  -6,253,985.27  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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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东莞光泰数据中心项目及贵州安顺数据中心项目外，公司以收到经甲方确

定的工程结算报告列示的工程结算总价，作为该项目应累计确认的营业收入总额，

账面累计已确认收入与结算金额之间的差异，作为对营业收入的差错更正金额，

在办理工程结算当年进行调整。 

东莞光泰数据中心项目由于合同审减、前述广州高倬资金转移等事项，调整

2020年度营业收入，结算不影响差错更正所属期间。 

安顺数据中心项目，由于在识别合同收入时，公司将合同暂定价确认为合同

总收入，忽略了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按照分包成本加成一定比例确认合同收入

的条款，现根据补充协议中的相关约定予以调整。 

（2）合同累计确认成本与结算金额之间的具体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工程结算后未入账成本 结算年度 发票年度 

中国联通国富光启月浦 IDC数

据中心项目二期工程系统集成

项目 

22,397,818.81  2019年度 2021年度 

合肥市轨道交通 3号线综合监

控系统集成项目 
8,007,366.33  2020年度 2021年度 

（3）分包商实际履行分包义务的时点与发票日期之间的差异调整主要是“武

汉五里界 IDC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具体各期调整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1 月—6

月 

账面入账成本

金额 
63,712,218.37 1,765,676.39 2,158,650.18 5,075,330.68 

未暂估入账金

额 
8,490,696.18     

未暂估入账部  -1,126,605.00  -1,589,687.30  -4,253,987.02  

深圳市智慧路边停车管理信

息系统工程 
70,526,322.21  59,443,539.36  -11,082,782.85  2020年度 

合肥市轨道交通 3号线综合

监控系统集成项目 
129,525,539.31  - 未结算  

东莞光泰数据中心项目 166,896,235.98  71,164,990.27  -95,731,245.71  2021年度 

北京酒仙桥纵横云平台项目 391,226,868.14  396,037,968.69  4,811,100.55  2020年度 

贵州省（安顺）数据中心机

房 IDC及云平台项目 
300,819,069.94  - 未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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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对应收到发

票的期间 

调整营业成本

（负数表示调

减） 

8,490,696.18  -1,126,605.00  -1,589,687.30  -4,253,987.02  

 

5. 《差错更正公告》披露，你公司于 2020 年 2 月购买赛为大厦不动产权，

将支付赛为大厦的购置款及贷款利息计入在建工程，并在 2021 年主体工程装修

完毕开始使用后转入固定资产核算。本次调整将房屋主体结构与装修分别确认

为不同的固定资产，由于主体工程在购买时即符合原定的建筑工程相关技术指

标、满足公司对不动产主体工程的使用要求，因此应当在控制该项资产时即确

认为固定资产。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固定资产调整金额、补充计提的折旧金额及调整导致不

符合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的贷款利息的具体金额，并对近五年公司购置固定资

产会计处理的合规性进行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需追溯调整的事项。 

回复：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调整金额中，因购买赛为大厦调增固定资产 

399,907,930.51 元，其中因向盛讯达购买主体工程价款及直接费用等合计

346,035,387.16 元，电梯、水电等附属设施 37,045,179.47 元，资本化利息金

额 16,827,363.88元。 

公司本次调整将 2020年 2月份不动产交割日作为达到控制条件的判断依据，

调增固定资产入账金额后，自 2020 年 3 月份起补提 10 个月折旧 6,848,617.04

元，原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16,827,363.88元全额计入当期损益。 

近五年，公司除购置赛为大厦以外无其他重大不动产购置事项，因此本调整

事项不具有同类性。经自查，近五年，公司购置的固定资产会计处理合乎规定，

除赛为大楼外不存在其他需要追溯调整的事项。 

 

6. 《差错更正公告》披露，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对子公司中新赛为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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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价准备计提不足的调整。你公司 2020 年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显示，截至报告签

发日会计师仍未获取你公司完整的存货进销存明细表，且在对存货盘点过程中，

会计师发现存在较多账面未记录的存货。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存货调整所涉及的具体项目及调整金额，并说明截

至目前向会计师提供存货进销存明细表的进展，补充披露账面未记录存货的内

容、金额，未计入存货的原因，并说明是否已在本次差错更正过程中予以调整。 

回复： 

（1）上述存货调整所涉及的具体项目及调整金额如下： 

单位：元 

子公司中

新赛为库

存商品 

2020 年期末余额（更正前） 2020 年期末余额（更正后）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2,485,425.60 1,282,164.00 1,203,261.60 2,485,425.60 2,485,425.60 - 

（2）截至目前向会计师提供存货进销存明细表的进展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已完成各项目完整的存货进销存明细表统计梳理，

并已完成存货的重新盘点。目前公司正在抓紧落实聘请独立会计师开展专项复核

的相关工作，公司将积极提供所需资料配合会计师的相关工作，加快工作进度。 

（3）补充披露账面未记录存货的内容、金额，未计入存货的原因，并说明

是否已在本次差错更正过程中予以调整。 

经查，存货盘点过程中会计师发现存在较多账面未记录的存货主要包括：产

线退回的残品、因批量采购供应商多提供的尾数品、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暂存

公司仓库的设备等前述货物已报废或领用安装，不应重复计入存货。 

 

7.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整改报告》中提及各事项整改

措施落实的具体情况。 

回复： 



17 
 

（1）针对整改报告中涉及无商业实质的款项支付事项，根据 2020年度审计

情况，公司已充分认识到上述错误，并开展相应整改工作，公司将在已经收回部

分款项的基础上，加大催收力度，力争所有资金不晚于 2021年 10月底、最迟不

晚于 2021 年 12 月底全部收回，并要求上述企业按照年化 9%的收益率以及实际

使用时间向公司承担利息；同时，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保证，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内控的执行及检查监督，

坚决杜绝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再次发生。截至目前，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收回

资金。 

（2）针对整改报告中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公司已开展自查自纠专项

工作，并已收回全部资金。关于关联方占用资金 4,112.5万元，相关方已按照年

化 5.5%的利率及实际使用天数向公司支付利息共计 607,155.69元。近日，公司

在合规法律顾问团队的协助下已修订完善了关联交易管理及资金管理等制度，且

于 2021年 8月 29日提交董事会审议并通过，部分制度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并实施。目前，公司已收到除独立董事外全体董监高签署的关于不占用公司资

金的承诺函。公司在编制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期间，对上述事项做了进一步的自

查自纠工作。公司后续将继续通过加强内控执行及资金管理，进一步杜绝不合规

的关联交易事项，杜绝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的再次发生。 

（3）针对未将中潜建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已意识到前

期会计处理的问题，已在本次半年度报告过程中，对 2018年度至 2020年度公司

与中潜建筑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具体调整情况详见

本问询函问题回复一。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以及上市公司审计的相关要求，进一步抓紧落实聘请独立会计师事务所的

相关工作，对前期更正工作进行复核，并及时披露经复核的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

相关定期报告。 

（4）针对整改报告中公司自查涉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事项，公司所聘请的

合规法律顾问已完成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梳理和修订工作，且于 2021 年 8 月

29 日提交董事会审议并通过，部分制度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实施。公

司内部审计部也全面审计梳理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审批工作，监督制度执行。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公司及各子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四次关于证券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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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学习，并将继续开展定期及不定期的证券法律法规培训，进一步加强相关人

员对法律、法规、制度的学习和培训，提高规范意识。公司也将制定培训计划，

对全体员工进行内部制度的学习和宣贯，切实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在每一项工作

流程中的有效落实。 

（5）针对数据中心主要项目应收款项的处理进度情况如下： 

1、武汉五里界 IDC 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公司已经通过诉讼方式进

行催收，案件已经开庭审理，法院也组织了双方进行调解，因被告对调解方案的

付款方式无法确定，故调解方案很难继续推进，现在正在积极推进判决进展。针

对该项目，财产保全方式较为完善，被告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登记、设备的抵押

登记、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均已办理。诉讼阶段也对被告及控股股东的财产进

行了保全。 

2、贵州省（安顺）数据中心机房 IDC 及云平台项目：公司已将诉讼材料递

交代理律师，计划于近日将完成立案登记手续。同时公司也对被告方提起了财产

保全申请。 

3、欧阳路 2 期 IDC 数据中心项目：目前诉讼已处于执行过程，对方提出执

行和解申请，执行和解方案为 2021 年 9 月 15 日前支付 400 万，2021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 1,000 万，剩余款项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付清。公司收到对方支付

的逾期付款利息后，同意上述执行和解方案，逾期付款利息约 140万元。 

4、北京酒仙桥纵横云平台项目：该项目竣工及结算文件均已办理，付款时

间约定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目前对方在通过股权及项目融资的方式积

极筹措资金。 

5、东莞光泰数据中心项目：该项目已办理结算文件，付款时间约定于 2021

年 11月 30日前支付。 

6、廊坊数据中心项目：公司预计将在 2021 年 10 月份完成该项目结算，预

计结算金额为 111,401.43万元，预计 2021年 11月底前可收回应收账款。 

 

二、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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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半年报显示，公司正在积极推进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差错更正进行专项

审计，差错更正专项审计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本期财务报表相关数据的调整，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除前述差错更正事项的

影响以外，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你公司报备的书面确认意见显示，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保证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请你公司说明半年报披露内容与签署意见存在差异的原因，核实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保证半年报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半年报重要提示是否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回复： 

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披露后，根据交易所问询情况以及公司自查情况，对相

关事项进行整改，并在披露半年报过程中，针对部分整改事项进行了整改并调整，

但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对相关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专项审计工作尚在推进中，截至

半年报法定披露期限之日，该专项审计报告尚未正式出具，后续审计结果可能会

导致本次编制披露的半年度财务数据存在调整，因此，为充分提示风险，公司在

半年报重要提示中进行了特别提示。 

但是针对半年报披露所涉及事项，公司已与董监高进行沟通，并经董监高进

行充分审核讨论，根据截至半年报披露日所掌握的信息，公司董监高对半年报披

露内容无异议并出具了相应的确认意见。 

综上，公司半年报披露内容与签署意见不存在实质差异，半年报重要提示符

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9. 半年报显示，廊坊数据中心施工总承包合同在报告期内确认收入

31,861.05 万元，累计已确认收入 81,260.21 万元，累计回款 9,202.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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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执行进度为 47.80%。前期该项目存在供应商及合同显著异

常，因向分包商支付分包款项实质与合同不符，对相应的收入、成本进行了冲

回。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情况： 

（1）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形成的收入、应收账款、合同资产金额，并结合

相关项目在报告期内实际建设情况，说明前述确认金额是否真实准确，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要求，除去上述已冲减的收入、成本外是否还存在

其余导致需要调减收入的异常交易，并向我部报备该项目完整的过程文件及可

证明完工进度为真实的证明材料。 

回复： 

截止半年报廊坊数据中心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81,260.21万元，累计确认营业

成本 79,839.85万元，应收账款金额 27,255.99万元，合同资产金额 48,995.83

万元，已确认工程结算 32,264.39万元。公司将聚焦公司的人工智能等发展方向，

优化公司资金流，减少垫资项目投入，公司预计将在 2021年 10月份完成该项目

结算，预计结算金额为 111,401.43万元，预计 2021年 11月底前可收回应收账

款。 

前述确认金额真实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要求，除去上述已冲

减的收入、成本外不存在其余导致需要调减收入的异常交易。 

 

（2）项目回款进度远低于累计确认收入金额的原因，并结合建设合同款项

支付的具体条款，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存在逾期未支付合同款项的情形。 

回复： 

1、 项目回款进度远低于累计确认收入金额的原因： 

主要原因系由于该合同金额特别重大，交易对方需要一定时间筹措资金。 

2、 建设合同款项支付的具体条款列示如下： 

预付款：合同生效后 10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0%做

为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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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进度款：按开工日起算，每第三个月截至（每满三个月）25日前完成

的经工程监理核验、甲方批准的、合格的实物工程量的 50%支付。自乙方提交合

格的工程进度款申请报告给甲方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甲方完成审核，审核完

成后 3日内向乙方支付该季度工程进度款。付款方式：电汇或 6个月银行承兑。 

本工程进度款由甲方按季度支付给乙方，一年内支付至经工程监理核验、甲

方书面确认无异议的合同工程量价值的 80%，工程竣工验收，竣工资料达到归档

要求并按甲方和乙方要求退场后 10日内，支付至已完成工作量价值的 90%。监

理结算审计完成且经甲方于 10日内完成确认且书面确认无异议后 30天内支付至

竣工结算价的 95%。 

余款作为工程保修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2年后 10个工作日内，

若无质量问题，支付审定工程造价的 5%。付款方式：电汇或 6个月银行承兑。 

3、交易对方是否存在逾期未支付合同款项的判断： 

根据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条款，该项目交易对方确实存在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

情形。逾期支付的主要原因系由于该合同金额特别重大，交易对方需要一定时间

筹措资金，对方承诺将于 2021年 11月底之前支付款项。  

 

10.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人工智能业务毛利率为 49.97%，同比

增加个 30 百分点；教育医疗业务毛利率为 77.36%，同比减少 6 个百分点。请你

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人工智能领域毛利率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并结合同行

业可比公司情况、业务模式及主要业务成本结转情况等，说明教育医疗业务毛

利率较高的具体原因。 

回复：  

（1）报告期内人工智能领域毛利率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说明： 

人工智能领域毛利率同比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2020年上半年合肥 3号线

视频监控系统和车载系统项目的毛利率较低，且其收入比重占比较大，导致 2020

年上半年的综合毛利率为 20.15%；本报告期因青岛 1号线生产成本降低，毛利

率提高至 49%，加上其他无人机产品及相关服务的利润后，综合毛利率为 49.97%。 



22 
 

（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业务模式及主要业务成本结转情况等，说

明教育医疗业务毛利率较高的具体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教育医疗业务营业收入为 8,101.84万元，营业成本为

1,834.52万元，毛利率为 77.36%，其中子公司马鞍山学院教育业务营业收入为

7,674.82万元，营业成本为 1,778.40万元，毛利率为 76.83%，营业成本包括任

课教师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等人力成本。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如下： 

同行业公司名 行业 经营模式 成本内容 毛利率 

希望教育 高等教育 
按学年度预收学费，

并提供教育服务 

主要包括人力成本、折旧摊

销、学生相关支出、合作教育

支出，以及培训费用、物业水

电费用、差旅费等与教学直接

相关支出。 

54.20% 

中教控股 高等教育 
按学年度预收学费，

并提供教育服务 

主要包括人力成本、折旧摊

销、学生相关支出、合作教育

支出，以及培训费用、物业水

电费用、差旅费等与教学直接

相关支出。 

59.09% 

中国科培 高等教育 
按学年度预收学费，

并提供教育服务 

主要包括人力成本、折旧摊

销、学生相关支出、合作教育

支出，以及培训费用、物业水

电费用、差旅费等与教学直接

相关支出。 

71.22% 

建桥教育 高等教育 
按学年度预收学费，

并提供教育服务 

主要包括人力成本、折旧摊

销、学生相关支出、合作教育

支出，以及培训费用、研发成

本、差旅费、办公室支出等。 

64.82% 

通过公开资料查询，高等教育毛利率约为 60%，主要原因为与教学活动直接

相关的支出占学费收入比例低导致的。 

 

11.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44,475.97 万元，

其中单位往来期末账面余额 8,719.13万元，应收投资款期末账面余额 13,809.96

万元，整改专用期末账面余额 22,696.15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单位往来、

应收投资款、整改专用明细，包括欠款方、金额、账龄、形成事由、尚未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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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及预计回收期限（如有）。 

回复： 

（1）单位往来款明细如下： 

欠款方 金额（万元） 账龄 形成事由 尚未收回原因 预计收回期限 

天津华尔菲进

出口有限公司 
2,100.00 1-2年 

因出售冻品形成

的其他应收款 
欠款方筹款中 2021年 12月 

上海蓝芯志信

息有限公司 
1,504.94 1年以内 

北京有孚二期项

目供应商预付款，

项目取消后转为

其他应收款 

欠款方筹款中 2021年 10月 

武汉腾米轩商

贸有限公司 
1,213.34 1-2年 

因出售冻品形成

的其他应收款 
诉讼中 未定 

河北惠华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2年 

北京有孚二期项

目供应商预付款，

项目取消后转为

其他应收款 

已于 2021年 8

月全额收回 
 

崔雪明 403.27 4-5年 
P2P子公司对外借

款 

已申诉，执行

中 
未定 

合计 6,221.56         

（2）应收投资款明细如下： 

欠款方 金额（万元） 账龄 形成事由 尚未收回原因 

上海范仕达科

技投资有限公

司 

13,809.96 1-2 年 

上海范仕达未能

依约履行回购义

务 

诉讼中（详见 2021年 7月 2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

外投资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2021-082）） 

（3）整改专用明细如下： 

欠款方 金额（万元） 账龄 形成事由 尚未收回原因 预计收回期限 

陕西格尚实业

有限公司 
  3,851.53  1-2 年 自查整改 筹款中 

2021年 12月 31

日前 

深圳市泰和嘉

源贸易有限公

司 

  3,832.26  1-2 年 自查整改 筹款中 
2021年 12月 31

日前 

深圳昊天航宇

贸易有限公司 
  5,562.40  1-2 年 自查整改 筹款中 

2021年 12月 31

日前 

广州高倬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5,250.00  1-2 年 自查整改 筹款中 

2021年 12月 31

日前 

深圳前海俊涵

科技有限公司 
  4,199.95  

1年以内、

1-2年 
自查整改 筹款中 

2021年 12月 31

日前 

合计 22,6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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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半年报显示，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心人”）

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7,145.94 万元、2,165.43 万元，同比分别下滑

-52.40%、-57.49%。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减少 54.24%，主要原因是开

心人缩减市场推广投入所致。 

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主要游戏运营情况及市场推广情况，说明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的原因，并说明开心人是否存在商誉减值

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本报告期主要游戏运营情况及市场推广情况对比：  

                                                                  单

位：万元 

业务类型 
2021 年上半年 2020 年上半年 同比 

 收入  市场推广费 收入 市场推广费 收入 推广费 

移动网络游戏 4,381.82 180.19 6,730.54 468.07 -35% -62% 

其中：一统天下 1,821.65 59.59 1,884.32 178.54 -3% -67% 

     三国群英

传 
1,058.19 120.6 1,675.25 236.59 -37% -49% 

     装甲联队

online 
1,380.29        -    1,978.92        -    -30%   

轻度休闲游戏 2,584.33 2,135.08 8,190.44 6,280.15 -68% -66% 

合计 6,966.15 2,315.27 14,920.98 6,748.22 -53% -66% 

（2）公司 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滑，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移动网络游戏中主要三款游戏均处于稳定运营期，随着运营时间的

增加，游戏推广力度逐渐减弱，收入同比下滑。一统天下和三国群英传受生命周

期的影响，截至 2021年 6月已上线运营时间分别超过 8年和 5年，随着上线时

间的增加，游戏推广力度逐渐减弱，新增用户减少及老用户的自然衰耗，导致

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相比出现下滑。装甲联队 online为公司自主

研发的游戏授权给外部运营商，由其进行发行及推广，因此公司不产生市场推广

费用，该项目已经上线近 4年，从 2020年下半年起也逐渐进入稳定运营阶段，

随着运营时间的增加，收入较去年同期相比出现下滑。为降低生命周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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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及时满足玩家的体验需求，在对现有内容进行修改和调

整的同时，增加游戏新内容，从而保持游戏玩家持续的新鲜感，尽量延长游戏生

命周期，争取持续为公司带来收益。 

2、受轻度休闲游戏市场竞争加剧，买量市场用户的获客成本不断飙升，开

心人为保证轻度休闲游戏达到一定的利润水平，对于盈利水平较低的项目，开心

人缩减了市场推广费投入并调整了推广策略。因此在尽量保证利润最大化的情况

下，营业收入和市场推广费出现同比下滑 68%、66%。 

（3）说明开心人是否存在商誉减值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结合开心人 2021年上半年利润的实现情况，尽管 2021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出

现短暂的下滑，但与评估预测 2021年商誉资产组的利润情况基本一致。根据公

司新游戏的研发进度及规划，预计未来可顺利上线运营，公司的长期价值不受影

响，因此管理层初步判断不存在减值迹象。 

 

13.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71.20%，短期借款账面余

额为 47,756.80 万元，应付账款账面余额为 120,689.61 万元，合同负债账面余

额为 10,789.51 万元，其他应付款账面余额为 21,156.66 万元，长期借款账面

余额为 96,686.46 万元，长期应付款账面余额为 21,415.25 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未来十二个月经营现金流及营运资金需求等情况，分析说明

你公司是否存在较大的短期偿债风险，并结合你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模式，说

明你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根据公司于 2021年 7月 15日签订的《马鞍山学院举办者权益转让协

议》（详见公司 2021年 7月 16日发布的“关于转让马鞍山学院举办者权益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马鞍山学院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公司不再承担其债务

风险。 

（2）短期借款 47,756.80万元主要为一年期的银行贷款。2021年 7月 1日

至本报告回复日，公司已归还短期借款 18,700.00万元，归还后续贷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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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展期 1,300.00万元。剩余贷款公司将按时归还，并努力申请续贷。 

（3）应付账款 120,689.61万元主要为应付供应商货款及应付分包单位工程

款。其中，应付廊坊数据中心项目主要供应商货款 74,145.57万元，由于该笔款

项金额特别重大，经公司与供应商协商后，供应商同意公司在收到该项目工程款

后再向其支付货款。公司预计将于 2021年 11 月底之前收回工程款并支付货款。 

（4）合同负债 10,789.51万元主要为预收工程款及设备款、预收学费宿舍

费，预计未来不需要退回，不会对短期偿债带来风险。 

（5）其他应付款 21,156.66万元主要为应付往来款及应付限制性股票回购

义务。应付往来款中有 1亿元整为收到马鞍山学院收购方支付的意向金，预计未

来不需要退回。 

（6）长期借款 96,686.46万元主要为未来一年以后到期的银行贷款（将于

未来十二个月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已列示在报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科目

中，金额为 7,962.60万元），长期借款预计不会对短期偿债带来风险。 

（7）长期应付款 21,415.25万元主要为收购马鞍山学院少数股权款以及马

鞍山学院融资租赁款，根据公司与马鞍山学院收购方签订的协议，以上债务将由

马鞍山学院收购方承担偿还义务。 

（8）公司预计未来十二个月将收回货款及工程款等约 18亿元，其中主要包

括廊坊数据中心回款约 10亿元，以及其他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轨道交通项目

回款，开心人游戏收益，吉首 PPP项目运营收益等；预计将收回其他应收款约 4

亿元，其中主要包括如上述第 11题所列示的应收往来款、投资款以及整改款项

等；预计将收到转入马鞍山学院股权转让款项约 4.5亿元。以上三项主要收款合

计约 26.5亿元。参考近三年公司现金流出统计，每年平均支付约 27亿元，结合

马鞍山学院举办权转入以及 9亿债务转移的情况，公司预计未来十二个月约为

22-25亿元左右，预计不存在较大的短期偿债风险。 

公司近三年现金流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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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3,504.97     113,159.36     129,300.5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2,422.91       54,728.39       35,796.4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8,405.75     124,798.69     104,943.78  

合计    254,333.62     292,686.44     270,040.82  

（9）公司近几年主要收入来自于智慧城市板块以及数据中心板块，这两个

板块的业务模式主要是公司先以自有资金投入建设，在达到一定工程进度或者竣

工验收、结算后再收取工程款项，因工期一般较长，所以具有应收账款金额较大、

账龄较长的特征。公司大量自有资金长期被工程项目占用，导致公司需向银行融

资，同时也拉高了资产负债率。另外，马鞍山学院的扩建工程以及购买赛为大楼，

使公司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较高的融资成本拉低了公司盈利水平，但固定资产

的盈利在短期内尚未充分实现，因此，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提高。 

 

14.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241.53 万元，占经营活动现金总流入的比例为 49.0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3,103.26 万元，占经营活动现金总流出的比例为 28.22%。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现金项目的具体构成、形成原因、涉及事项、款项性质

等，以及将各项目纳入“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列报的合理性。 

回复： 

 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情况如下： 

收到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本期发生额（万元） 

往来及保证金    19,098.05  

利息收入        102.13  

政府补助      2,466.61  

代收代缴个税款            1.90  

其他      2,572.84  

合计    24,241.53  

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情况如下： 

支付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本期发生额 （万元） 

付现费用      7,591.06  

往来及保证金、备用金      4,085.78  

代收代缴个税款          32.23  

其他      1,3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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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3,103.26  

公司收到往来及保证金主要包括以下： 

付款单位 收款单位 金额（万元） 款项性质 

陕西格尚实业有限公

司 

深圳前海博益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7,113.11 退款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

有限公司 
3,961.29 

保函保证金，从

保证金专户转出

至一般户 

深圳昊天航宇贸易有

限公司 

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

司 
3,000.00 

银行贷款放款，

之后转回 

在校师生校园卡充值 马鞍山学院 1,635.94 校园一卡通充值 

合计 15,710.34  

收到政府补助主要包括以下： 

付款单位 收款单位 金额（万元） 款项性质 

当涂县教育局 马鞍山学院 800.00 办学补贴 

马鞍山市财政局 马鞍山学院 600.00 办学补贴 

合肥市高新区经贸局 
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

司 
400.00 政府补贴 

合计 1,800.00  

支付的付现费用主要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工程费用

等各种费用支出。支付的往来款及保证金、备用金主要包括以下： 

付款单位 收款单位  金额（万元） 款项性质 

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

司 

 深圳昊天航宇贸易有

限公司  
3,000.00  银行贷款放款 

综上，公司认为将上述各项目纳入“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列报的是

合理的。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