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蓝盾股份 

2021 年年报审计相关事项予以重点关注的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 

1、说明中经电商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负的原因，请会计师核查

中经电商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编制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答： 

（1）中经电商于 2021 年度账上记载的收入为-5,660,377.38 元，

涉及增值税金额为 339,622.62，涉及合同总金额为 6,000,000.00 元。 

（2）本事项涉及合同双方为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纳斯

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签订了网络信息推广服务

合同（合同编号为 ZTDS-YH-GD20190729-0006），合同总金额为人民

币 8,000,000.00 元。后因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

的义务，经双方同意，于 2019 年 11 月签订了《协议书》，其中约定

关键事项为：①中经电商应退予纳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

6,000,000.00 元；②中经电商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向

纳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偿清全部欠款；③双方同意解除服务合同，

终止双方合作。 

（3）该事项始于 2019 年并终于 2019 年度，根据准则，会计师

判断该事项应于 2019 年度进行会计处理。因本所未对财务报表发表

审计意见，故未对该事项进行调整。 

 

 



 

2、请会计师核实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的资金流向，是否流

向公司控股股东或关联方，并向我部报备银行流水明细情况。 

答： 

（1）我所已派有经验的审计人员亲自去银行打印 2021 年度公司

重要账户的银行流水（含重要子公司）。 

（2）对资金流水进行双向核查，从银行流水到明细账进行核对，

再从明细账到银行流水核对。 

（3）经核查，公司存在借用员工账户为公司支付税费等情况。

企业反馈因公司账户已大量被冻结，为维持公司正常运转，借用员工

个人账户进行结算。 

3、请会计师补充说明对公司应收账款真实性进行审计所实施的

具体审计手段，审计过程中是否发现异常情形或存在障碍，如是，请

具体说明。 

答： 

（1）了解、评估并测试管理层对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 

（2）复核管理层对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的判断过程及客观证

据，关注管理层是否充分识别已发生减值的项目； 

（3）对于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选取样本，复核管理层

对预计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量做出估计的依据及合理性； 

（4）对于管理层按照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评价管理层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以及管理层判断的客观依据是

否合理； 



（5）对应收账款余额执行了函证程序，并将函证结果与管理层

记录的金额进行了核对； 

（6）结合期后回款情况检查、评价管理层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

性。 

（7）我们核查到中经电商由于业务停滞，人员流失，审计过程

中存在客观障碍，中经电商中对保险客户应收账款的余额 51,923.20

万元，无法进一步核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结合程序及核查结果，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予以

判断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4、核实委托玖晔网络进行的系统开发、采购等是否完成交付，

如未完成交付，请说明调减玖晔网络预付款余额的具体依据。请会计

师发表意见。 

答： 

（1）截止 2021 年 1 月 1 日，公司预付玖晔网络余额为人民币

218,727,489.18 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预付玖晔网络余额

为人民币 55,787,259.09 元，2021 年度企业减少预付账款为人民币

162,940,230.09 元并记载于无形资产，形成无形资产后并于次月进行

全额资产减值损失。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予以判断商

业实质。 

5、请披露前 20 大预付款对象名称、预付款余额、预付款涉及的

具体项目，截至目前的交付情况。请会计师对前述预付款是否具备商

业实质发表意见，如存在异常或障碍导致无法发表意见的，请说明具



体的异常及障碍情况。 

答： 

（1）前 20 大的明细 

序号 名称 期末余额（万元） 交付情况 

1 中经电商商户 1 6,112.01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2 中经电商商户 2 5,899.72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3 中经电商商户 3 5,578.73 
预付的软件开发费，尚未

完成 

4 中经电商商户 4 3,826.69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5 中经电商商户 5 3,155.00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6 中经电商商户 6 2,985.11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7 蓝盾供应商 1 2,749.06 未交付 

8 蓝盾供应商 2 2,473.10 未交付 

9 中经电商商户 7 2,205.74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10 中经电商商户 8 2,196.08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11 蓝盾供应商 3 2,103.62 未交付 

12 中经电商商户 9 2,031.81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13 中经电商商户 10 1,969.87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14 中经电商商户 11 1,925.84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15 中经电商商户 12 1,889.14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16 中经电商商户 13 1,799.61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17 中经电商商户 14 1,787.93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18 中经电商商户 15 1,782.00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19 中经电商商户 16 1,767.06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20 中经电商商户 17 1,759.46 预付额度未消耗完 

合计 55,997.58   

（2）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上预付款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予以判断商业实质，其中①项 1、2、4-6、9-10、12-20

属于中经电商子公司，2021 年度无变化，无法获取实质证据予以判

断商业实质；②项 7、8 属于长期挂账，无法获取实质证据予以判断

商业实质；③项 3 回复请见问题 4 回复。 

6、请会计师补充在对公司实施审计过程中，是否发现新的异常



资金往来情况，如是，请补充说明具体的情况。 

答： 

经核查，我们注意到部分大额资金往来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判断资金使用的合理性，有：①2021 年 4 月份支付给深圳

市广兴号贸易有限公司 35,000,000.00 元；②2021 年 4 月份支付给深

圳市商百利商贸有限公司 65,000,000.00 元。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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