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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中有关财务事项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3 年 1 月 9日下发的《关于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020007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要求会计师对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及时组织人员对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

就问询函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问题 1 

发行人本次拟采用定价发行方式，向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四川

五月花拓展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月花拓展”）发行 11,400.00 万股，约占现有股

份数量的 30%。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特驱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驱教育”）目前

通过直接持股及与王新明等主体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等，合计持有公司 23.86%的

表决权，在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相关表决权委托自动解除；王新明作为表决权委托方，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票质押比例为 80.61%。本次发行对象五月花拓展认购资金来源为特驱

教育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特驱教育资金包括存款余额 21,004.57 万元，经营所得每年收

入约 1.8 亿元，对四川五月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月花企管”）应收款

62,966.62 万元，五月花企管资金来源于相关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销售回款。此外，本次发

行对象五月花拓展的穿透股权结构显示，四川特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驱投

资”）的股东四川德盛荣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盛荣和”）于 2022 年 5 月 6 日新

进；德盛荣和的控制人为王德根，王德根同时持股五月花投资；德盛荣和出具《承诺函》，

承诺持有的特驱投资股权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

五月花投资出具《承诺函》，其穿透至最终持股自然人的股权结构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

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发生变更。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表决权委托自动解除的具体条件、“股票发行完成”的

具体认定标准，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因本次认购可能致使拥有公司权

益的比例超过 30%的情形，是否需要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要约收购豁免、股份锁定等程序；（2）结合特驱教育及五月花企管资产负债、经营成

果、现金流量等业绩情况，五月花企管主要房地产开发项目及销售回款的情况，说明相关

主体是否具备相应资金实力，本次发行方案是否合理、谨慎，本次发行对象相关资金来源

是否充足，是否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形，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3）五月花

投资代表其上层自然人股东作出承诺的法律约束力、可操作性，对应自然人股东未作出明

确承诺的原因及合规性；德盛荣和入股特驱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突击入股及理

由；王德根同时作为五月花投资、德盛荣和的股东，在五月花投资承诺其股权结构 18 个

月内不变更的情况下，德盛荣和承诺锁定期为六个月的合法合规性；（4）结合王新明质押

发行人股票所获资金的具体用途、质押期限、所担保的主债权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涉及主

体、合同期限、合同金额、补充担保条款等），说明相关主债权是否即将届至，是否能够

获得展期，是否存在需要补充担保的情形，王新明用于偿还债务或补充担保的资金具体来

源，是否存在控制权变动的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1）（3）（4）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会计师核查（2）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的说明 

回复： 

（二）结合特驱教育及五月花企管资产负债、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业绩情况，五月

花企管主要房地产开发项目及销售回款的情况，说明相关主体是否具备相应资金实力，本

次发行方案是否合理、谨慎，本次发行对象相关资金来源是否充足，是否存在过度融资的

情形，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为响应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集中力量发展职业教育，特驱教育于 2020 年

进行了存续分立，将非教育类业务全部剥离给新设公司四川五月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五月花企管”）。 

分立完成后，特驱教育主营业务为提供中职教育、培训服务，五月花企管主营业务为

房地产开发。 

1、特驱教育资产负债、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业绩情况分析 

根据特驱教育官方网站（http://www.tequ55.com）介绍，特驱教育是一家专门从事职

业教育、教育培训服务、教育品牌推广、教育及教育衍生产品开发的综合性服务机构，开

展对内、对外教育服务与合作。通过整合教育集团内各高校优质的学科、科研、师资、设

备等资源，依托五月花知名品牌，面向高校、中职内部以及社会开展各类教育教学、教育

投资、教育咨询服务。根据特驱教育的说明，特驱教育现有中职学校 4 家、专修学院 1 家、

培训类学校 3 家，在校学生约 15,000 人，每年收入约 1.80 亿元。 



 

   

（1）特驱教育最近一年合并口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31,556.51

其他应收款 103,596.35

资产总额 179,621.09

短期借款 3,000.00

其他应付款 81,272.50

流动负债合计 106,951.93

长期借款 19,400.00

负债合计 130,796.35

资产负债率 72.82%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总收入 18,188.67

净利润 -1,784.35

项目  202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08.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5.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15.5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107.73

注：特驱教育 2022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特驱教育主要资产情况：货币资金余额为 31,556.51 万元，

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7.78%，货币资金不存在受限情况；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03,596.35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57.67%，主要为应收关联方款项，其中应收五月花企管

28,791.88 万元，系特驱教育 2020 年分立时形成。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特驱教育主要负债情况：银行借款余额 22,400.00 万元，占

负债总额的比例为17.13%；其他应付款余额81,272.50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62.14%，

主要为应付关联方款项。特驱教育通过银行借款融资金额相对较小，不存在过度融资的情

形。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特驱教育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形。 

（2）特驱教育最近一年末其他应收款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特驱教育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其他应收款 账面金额 

1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40,823.47

2 四川五月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8,791.88

3 四川宝莲酒业有限公司 21,176.82

4 成都木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0

5 汪辉武 2,075.30

小计 102,867.47

2、五月花企管资产负债、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业绩情况分析及房地产开发项目及

销售回款的情况 

特驱教育 2020 年分立前持有房地产开发项目主要位于四川、贵州等地，分立后至今

该等项目由五月花企管承继持有，目前五月花企管房地产开发业务经营正常。 

（1）五月花企管最近一年合并口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33,629.67

其他应收款 124,842.04

存货 170,225.59

资产总额 369,999.51

短期借款 -

预收款项 262,061.52

其他应付款 89,307.07

流动负债合计 348,815.70

长期借款 -

负债合计 348,815.70

资产负债率 94.27%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总收入 122,981.16

利润总额 12,506.53

净利润 11,021.97

项目  202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87.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35.93

注：五月花企管 2022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五月花企管资产情况：货币资金余额 33,629.67 万元，主要

为五月花企管下属房产企业商品住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资金；其他应收款余额

124,842.04 万元，主要系应收关联方款项；存货余额为 170,225.59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五月花企管负债情况：无银行借款；预收款项 262,061.52 万元，系房地产开发

项目预售款，不会因此存在资金支付压力；其他应付款 89,307.07 万元，主要为应付特驱

教育 28,791.88 万元及收取的保证金、往来款等。五月花企管不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

不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形。五月花企管 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22,981.16 万元，净利润 11,021.97

万元，经营情况良好。 

五月花企管 2022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435.93 万元，主要系支付其

他经营活动现金金额较高所致，支付其他经营活动现金主要为关联方之间往来款。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五月花企管不存在重大诉讼情形。 

（2）五月花企管最近一年末其他应收款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五月花企管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其他应收款 账面金额 

1 四川省五月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5,804.18

2 四川大五商贸有限公司 15,538.08

3 成都金五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668.32

4 重庆真祥翔煤业有限公司 3,300.00

5 吴振华 3,000.00

小计 62,310.58

（3）五月花企管房地产开发项目及销售回款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五月花企管相关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面积共 598,453.82 平

方米，可售面积共 1,501,353.46 平方米，住宅、商业、公寓（含车位）销售累计回款 525,584.11

万元，其中：2022 年度回款金额为 66,245.8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开发状态 
土地面积

（㎡） 

全部可售

面积（㎡）

已售面积

（㎡） 

2022年回

款金额 

（万元）

累计回款

金额 

（万元） 

销售去化

率 

希望英伦城邦

一期 
竣工交房 142,508.00 129,275.62 116,261.32 1,775.73 59,860.35 89.93%



 

   

项目名称 开发状态 
土地面积

（㎡） 

全部可售

面积（㎡）

已售面积

（㎡） 

2022年回

款金额 

（万元）

累计回款

金额 

（万元） 

销售去化

率 

希望英伦城邦

二期 
竣工交房 19,942.8 19,942.8 395.12 15,499.00 100.00%

希望英伦城邦

三期 
开发预售 117,000.09 88,628.04 11,071.10 45,131.55 75.75%

希望英伦城邦

四期 
开发预售 74,564.64 49,117.57 6,075.12 24,097.34 65.87%

希望英伦城邦

五期 
未开发 - - - - -

希望未来城一

期 
竣工交房 

46,328.34

77,337.79 64,235.36 15,493.36 42,811.66 83.06%

希望未来城二

期 
竣工交房 46,785.10 2,725.77 47.43 47.43 5.83%

青年城邦一期 竣工交房 
38,182.04

2,988.42 2,988.42 1,557.72 1,557.72 100.00%

其他批次 未开发 - - - - -

希望未来城（3#

地块） 
竣工交房 

38,444.63
188,988.00 134,439.97 - 61,820.57 71.14%

希望未来城（4#

地块） 
竣工交房 

63,353.65
299,384.00 288,173.38 282.52132,222.52 96.26%

学府金街 1 期 竣工交房 14,772.00 29,967.00 24,495.36 7,516.84 12,972.00 81.74%

翠泷湾 4# 开发预售 
28,158.26

7,673.00 - - 9.70 0.00%

其他批次 未开发 - - - - -

涧桥小镇一组

团 
竣工交房 

37,235.97
100,975.00 100,621.00

21,982.95

45,503.00 99.65%

涧桥小镇二组

团 
竣工交房 

14,816.93
12,235.00 11,328.00 13,849.84 92.59%

涧桥小镇三组

团 
竣工交房 

24,911.30
55,088.00 52,383.00 29,613.00 95.09%

涧桥小镇四组

团 
竣工交房 

22,250.00
53,517.00 51,256.00 24,513.00 95.78%

涧桥小镇五组

团 
竣工交房 

56,591.76
213,485.00 118,650.00 40,702.00 55.58%

希望大学城 1

期 
竣工交房 

23,908.45
72,147.00 71,101.00 48.00 37,194.00 98.55%

其他批次 未开发 46,992.49 - - - - -

合计 - 598,453.821,501,353.461,196,346.99 66,245.89525,584.11

注：销售去化率系指截至 2022 年末房屋已售面积占全部可售面积的比例。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五月花企管房地产开发项目可售面积合计 305,006.47 平方

米，按各项目平均销售价格测算，该等可售房屋全部实现销售可回收资金 113,215.90 万元。 



 

   

3、本次发行对象相关资金来源 

本次发行对象为五月花拓展。五月花拓展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为其股东特驱教育的借

款，特驱教育向五月花拓展提供的借款将全部为其自有资金。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五月花拓展在泸州银行成都分行存款余额为 20,114.19 万元；特驱教育货币资金余额为

31,556.51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总成本 20,072.28 万元，在不考虑 2023 年度营业收入的情

况下可支配货币资金 11,484.23 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103,596.35 万元，其中：除

应收发行人 40,823.47 万元外，应收五月花企管 28,791.88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五月花企管相关房地产开发项目住宅、商业、公寓（含车位）销售累计回款 525,584.11 万

元，其中：2022 年度销售回款金额为 66,245.89 万元。 

根据五月花企管出具的说明，“特驱教育如存在资金需求，为保障特驱教育的资金充

足，本公司将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归还特驱教育相关款项。” 

结合特驱教育、五月花企管业绩情况及五月花企管主要房地产开发项目及销售回款的

情况，特驱教育和五月花企管具有相应的资金保障能力。 

综上，特驱教育及五月花企管具备相应资金实力，本次发行方案合理、谨慎，本次发

行对象相关资金来源充足，不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形，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特驱教育 2022 年度未审合并财务报表，了解特驱教育资产负债、经营

成果、现金流量等业绩情况。 

2、获取并查阅五月花企管 2022 年度未审合并财务报表，了解五月花企管的资产负债、

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业绩情况。 

3、获取并查阅特驱教育、五月花企管 2022 年末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明细表，

了解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主要构成情况。 

4、获取并查阅特驱教育母公司、五月花企管母公司、四川五月花拓展主要银行账户

资金流水，了解其资金状况。 

5、获取并查阅五月花企管下属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表，获取五月花企管下属存在房

地产开发项目的子公司 2022 年度银行资金流水，对房产项目的回款情况与银行资金流水

进行抽查核对。 

6、获取并查阅特驱教育、五月花企管、五月花拓展《企业信用报告》，了解其资信及

融资情况。 

7、察看特驱教育及下属主要子公司、五月花企管及下属主要子公司、五月花拓展主

要账户网上银行账户余额并取得泸州银行成都分行出具的五月花拓展对公活期账户余额

查询结果。 



 

   

8、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涉及特驱教育、五月花企管、五月花拓展的诉讼情

况，确认特驱教育不存在重大诉讼；五月花企管下属子公司存在的诉讼事项主要为购房连

带担保责任及劳动纠纷，不存在重大诉讼。 

9、查阅五月花企管出具的说明。 

（二）核查结论 

基于发行人提供的前述相关资料，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会计师认为： 

五月花拓展、特驱教育及五月花企管具备相应资金实力，本次发行方案合理、谨慎，

本次发行对象相关资金来源充足，不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形，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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