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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仁东控股年报问询函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所对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发的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

询函【2020】第 72 号）本所已收悉，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和公司的相

关说明，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审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31 亿元，同比增

加 23.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2,989.97 万元，同比减少 43.5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680.75 万元，同比减少 128.38%。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各产品的运营及盈利模式、业务收入占比、具体开展

情况等说明公司报告期内增收不增利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

说明就公司各产品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 

回复： 仁东控股公司收入主要为第三方支付业务、供应链业务、

保理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及小额贷款业务，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执行

的具体审计程序如下： 

1.第三方支付业务： 

①对第三方支付业务信息系统进行了 IT 审计，以核查其系统是

否有效。 

②获取并核查了广东合利与中国银联、网联、银行系统、客户签

订的业务合作协议，抽取交易样本，取得交易明细，按照合同费率测

算与业务信息系统得出的结果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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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将本期的主营业务收入与上期的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比较，分析

业务种类和手续费率变动是否异常，并分析异常变动的原因。 

④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将信息系统

中的交易记录与确认的当期交易进行核对，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

恰当的会计期间。 

⑤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选择主要客户函证本期交易额和余

额。 

2. 供应链业务 

①获取并核查了广东合利签订的销售合同，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

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②对本年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获取客户的签收

或者验收回单、业务合同，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达到收入确认的条

件。 

③将本期的营业收入与上期的营业收入进行比较，分析产品销售

的结构和价格变动是否异常；计算本期重要产品的毛利率，与上期比

较，注意收入与成本是否配比，检查是否异常，各期之间是否存在重

大波动，查明原因；计算对重要客户的销售额及产品毛利率，与上期

相比有无异常变化，销售额有无重大波动，并查明原因。 

④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

获取客户的签收或者验收回单、合同等，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

当的会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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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结合对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审计对上下游客户函证本期交易

额和余额，选取重要上下游客户执行了访谈程序。 

3.保理业务 

①获取并核查了广东合利签订的业务合同，放款审批、银行放款、

收款等相关单据。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

条款与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②对本年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业务合同及银行

单据，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 

③对营业收入，将本期的营业收入与上期的营业收入进行比较，

依据合同约定的期限和利率进行测算。 

④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

合同，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⑤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对保理业务的本金、收入、应收利息

进行了函证，选取重要客户执行了访谈程序。 

4. 融资租赁业务 

①获取并核查了民盛租赁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业务合同，审批记

录、银行单据等相关资料。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

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 

②对本年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业务合同及银行

单据，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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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将本期的营业收入与上期的营业收入进行比较，依据合同约

定的期限和利率进行测算。 

④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

合同，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⑤结合对长期应收款款的审计，对融资租赁业务的本金、收入、

应收利息进行了函证，选取重要客户执行了访谈程序。 

5. 小额贷款业务 

①获取了仁东小贷公司内部风险管理、风险划分标准等相关资

料，核查其风险划分是否符合国家相关金融政策，并对贷款损失准备

进行复核测算。 

②获取并核查了仁东小贷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放款审批、银行

放款、收款等相关单据。评价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 

③对本年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业务合同及银行

单据，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 

④将本期的营业收入与上期的营业收入进行比较，依据合同约定

的期限和利率进行测算。 

⑤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

合同，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⑥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对小贷业务的本金、收入进行了函证。 

2、年报显示，截至 2019 年末你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 9.99 亿元，

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01.1%，均为收购广东合利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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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合利”）时产生。请你公司结合

广东合利报告期内业绩与历史盈利预测的匹配情况、未来盈利预测情

况、预期增长率及折现率等关键参数、减值测试过程等详细说明本年

度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商誉减值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针对仁东控股公司 2019年的商誉减值，我们执行了以下主

要审计程序： 

1、了解与商誉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

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了解资产组的历史业绩情况及发展规划，以及行业的发展趋

势； 

3、分析管理层对商誉所属资产组的认定和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

采用的关键假设和方法，检查相关假设和方法的合理性；通过对以前

年度预测实际实现情况的追溯复核，评价管理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所

使用关键假设包括预测年度及以后期间的增长率的合理性； 

4、执行重新计算程序，检查商誉减值测试模型的计算准确性。 

5、对管理层聘请的评估事务所的评估工作，包括估值方法、模

型和关键参数等进行审核，并就商誉减值评估涉及的相关事项与签字

评估师进行书面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 

6、评价管理层委聘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

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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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仁东

控股公司本期商誉减值测试的依据是充分、合理的。 

3、年报显示，截至 2019 年末你公司发放贷款及垫款账面余额

5,145.52 万元，同比增加 511.78%，已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313.8 万元，

同比增加 1,216.59%。请补充披露： 

（1）结合小贷业务客户类型、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等说明你公

司小贷业务大幅增长的原因； 

（2）结合你公司就小贷业务的风险划分标准，内部风险管理措

施、历史损失比例等说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充分合理性，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仁东控股公司小贷业务的风险等级划分和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按照《关于印发《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

【2012】20 号）》文件的要求执行，将信贷风险资产划分为正常、

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个风险等级，分别按照 1.5%、3%、30%、

60%、100%的计提比例进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我们在 2019 年度审计过程中，获取了仁东小贷公司内部风险管

理、风险划分标准等相关资料，核查其风险划分是否符合国家相关金

融制度，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了复核测算，并对仁东控股公司 2017、

2018、2019 年度小贷业务进行了对比分析，因小贷业务在 2018 年度

处于试运营阶段，贷款余额较小，2019 年度贷款余额较 2018 年度大

幅增加，对应的贷款损失准备也有较大增加，仁东控股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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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小贷业务均按照公司制定的风险等级划分和贷款损

失准备计提办法执行。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仁东控股公司小贷业务贷款损

失准备计提是充分、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金融制度

的规定。 

5、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存在重大未决诉讼仲裁事

项，主要涉及前期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尾款未付清，债权人张军

红申请仲裁支付欠款 15,641.33 万元、逾期违约金 5,441.53 万元及其

他相关费用。请你公司结合上述仲裁事项最新进展情况说明报告期末

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条“与或

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

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针对该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与企业法律顾问进行沟通，了解案件经过及目前发展进程，

就可能发生的结果、损失发生可能性及金额的估计等征询了律师的意

见。 

2、就该事项与仁东控股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了解事项的当

前状况。 

3、检查仁东控股公司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列报与披露是否适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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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剩余股权转让款余额向张军红先生进行了函证，取得回函

并与账面相符。 

截止 2019 年度审计报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仁东控股公司

与张军红先生正在进一步协商中，该事项具有不确定性且逾期违约金

金额无法准确判断。因此我们认为仁东控股公司对该事项的会计处

理、列报与披露是合理、适当的。 

7、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9 年度发生管理费用 10,432.43 万元，

同比增加 34.59%；发生销售费用 3,780.67 万元，同比增加 31.73%。

请结合你公司费用明细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发生额

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费用跨期入账的问题，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管理费用对比上期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长比率 

职工薪酬 50,793,839.72 37,920,859.67 33.95% 

办公费 1,467,372.17 1,035,064.96 41.77% 

交通差旅费 3,432,221.48 2,334,621.59 47.01% 

车辆费 582,591.68 381,743.10 52.61% 

业务招待费 5,965,367.37 3,505,511.49 70.17% 

中介机构服务费 10,043,380.05 6,244,316.10 60.84% 

摊销、折旧费 8,648,651.97 8,171,102.43 5.84% 

水电物业费 155,447.00 142,410.16 9.15% 

租赁费 16,365,528.80 13,444,496.89 21.73% 

邮电通讯费 2,473,727.90 1,238,817.35 99.68% 

装修与维修费 1,493,620.53 905,981.98 64.86% 

广告宣传费 1,320,328.30 446,650.13 195.61% 

年会费 577,710.80 1,267,502.78 -54.42% 

其他 1,004,513.57 474,548.43 111.68% 

合计 104,324,301.34 77,513,627.06 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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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增长的原因主要为职工薪酬、中介机构服务费、业务招

待费、租赁费、邮电通讯费增加。。 

职工薪酬增长的主要是小贷公司及民盛租赁公司增长所致。小贷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成立，2018 年起步，人员较少，2019 年业务增

长，人员增加；民盛租赁公司 2019 年度业务规模增长，人员增加。

相应的职工薪酬有较大增加。  

中介机构服务费、邮电通讯费增长主要由于公司业务量增长，业

务系统、风控系统开发、运营、维护费用、网络服务费用增加。 

租赁费、业务招待费增长主要由于公司各版块业务规模增长，办

公面积增加，相关经营费用增加。 

销售费用对比上期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长比率 

工资福利保险 29,095,338.88 21,925,795.85 32.70% 

交通差旅运输费 1,678,219.16 1,153,268.62 45.52% 

业务招待费 2,026,523.74 1,263,485.94 60.39% 

水电费 14,723.85 23,170.35 -36.45% 

办公费 116,653.60 35,601.16 227.67% 

广告及业务宣传费 493,213.99 1,755,117.25 -71.90% 

房租物业费 1,217,981.42 2,122,244.09 -42.61% 

邮电通讯费 36,716.74 14,201.97 158.53% 

服务费 3,014,329.15 154,486.78 1851.19% 

其他 112,970.91 252,781.97 -55.31% 

合计 37,806,671.44 28,700,153.98 31.73% 

销售费用增长的原因主要为工资福利保险、服务费增加 

工资福利保险增长主要是由于第三方支付业务加大了零售业务

的开展，对新增商户的分润比例提高，并且本期第三方支付业务收入

增长，相应增加对销售人员业务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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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小贷公司利用合作方风控技术对客户

进行筛选，按照放款金额支付给合作方服务费增加。 

2019 年度审计过程中，我们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进行了细节

测试，并与上期进行了对比分析，未发现异常，执行了截止测试，也

未发现费用跨期入账情况。 

10、年报显示，你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蔚洁科技 2019 年实现扣

非归母净利润为 1,116.58 万元，未完成 2019年度业绩承诺 8800万元，

业绩承诺方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1,134.28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就上

述业绩补偿款的会计处理，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在 2019 年度审计过程中，我们对仁东控股公司参股公司

蔚洁科技事项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1）投资情况 

共青城民盛公司以支付现金 5,300 万元的对价受让霍尔果斯柚子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柚子创投”）持有上海蔚洁公司的

9.8353%股权。上述股权受让完成后，共青城民盛公司再以现金 2,000

万元对上海蔚洁公司进行增资，共青城民盛公司通过上述股权受让及

增资，累计持有上海蔚洁公司 13.0612%股权。2017 年 9 月 12 日上海

蔚洁公司再次增资，本次增资后青城民盛公司持有上海蔚洁公司的股

权被稀释为 12.2298%。截至目前，共青城民盛公司持有上海蔚洁公

司 12.2298%股权。 

（2）业绩承诺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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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蔚洁科技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不低于

200 万元、4,500 万元、8,800 万元。业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低于当年承诺的净利润，则共青城民盛公司有权要求业绩承诺方

对共青城民盛公司以现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蔚洁科技 2018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共青城民盛公司已于 2019 年度收到业绩补偿款

540.18 万元，计入 2019 年度当期损益。蔚洁科技 2019 年度业绩承诺

也未完成，应支付业绩补偿款 1,134.28 万元。 

（3）会计处理 

根据业绩补偿计算结果，业绩承诺方蔚洁科技 2019 年度应补偿

金额为 1,134.28 万元。出于谨慎性原则，仁东控股公司在实际收到补

偿款时，计入收到期间的当期损益。 

通过进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蔚洁科技对仁东控股公司业

绩补偿事项是由于仁东控股公司参股蔚洁科技形成，非并购交易形

成，双方也不存在关联方关系，仁东控股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是合理的，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5 月 22 日 


	1、年报显示，你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8.31亿元，同比增加23.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2,989.97万元，同比减少43.5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680.75万元，同比减少128.38%。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各产品的运营及盈利模式、业务收入占比、具体开展情况等说明公司报告期内增收不增利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各产品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
	回复： 仁东控股公司收入主要为第三方支付业务、供应链业务、保理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及小额贷款业务，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如下：
	1.第三方支付业务：
	2. 供应链业务
	3.保理业务
	4. 融资租赁业务
	①获取并核查了民盛租赁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业务合同，审批记录、银行单据等相关资料。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②对本年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业务合同及银行单据，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
	③，将本期的营业收入与上期的营业收入进行比较，依据合同约定的期限和利率进行测算。
	④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合同，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⑤结合对长期应收款款的审计，对融资租赁业务的本金、收入、应收利息进行了函证，选取重要客户执行了访谈程序。
	5. 小额贷款业务
	①获取了仁东小贷公司内部风险管理、风险划分标准等相关资料，核查其风险划分是否符合国家相关金融政策，并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复核测算。
	2、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你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9.99亿元，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101.1%，均为收购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合利”）时产生。请你公司结合广东合利报告期内业绩与历史盈利预测的匹配情况、未来盈利预测情况、预期增长率及折现率等关键参数、减值测试过程等详细说明本年度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商誉减值发表明确意见。
	3、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你公司发放贷款及垫款账面余额5,145.52万元，同比增加511.78%，已计提贷款损失准备313.8万元，同比增加1,216.59%。请补充披露：
	（1）结合小贷业务客户类型、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等说明你公司小贷业务大幅增长的原因；
	（2）结合你公司就小贷业务的风险划分标准，内部风险管理措施、历史损失比例等说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充分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仁东控股公司小贷业务的风险等级划分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按照《关于印发《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12】20号）》文件的要求执行，将信贷风险资产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个风险等级，分别按照1.5%、3%、30%、60%、100%的计提比例进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我们在2019年度审计过程中，获取了仁东小贷公司内部风险管理、风险划分标准等相关资料，核查其风险划分是否符合国家相关金融制度，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了复核测算，并对仁东控股公司2017、2018、2019年度小贷业务进行了对比分析，因小贷业务在2018年度处于试运营阶段，贷款余额较小，2019年度贷款余额较2018年度大幅增加，对应的贷款损失准备也有较大增加，仁东控股公司2017、2018、2019年度小贷业务均按照公司制定的风险等级划分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办法执行。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仁东控股公司小贷业务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是充分、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金融制度的规定。
	5、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存在重大未决诉讼仲裁事项，主要涉及前期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尾款未付清，债权人张军红申请仲裁支付欠款15,641.33万元、逾期违约金5,441.53万元及其他相关费用。请你公司结合上述仲裁事项最新进展情况说明报告期末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1、与企业法律顾问进行沟通，了解案件经过及目前发展进程，就可能发生的结果、损失发生可能性及金额的估计等征询了律师的意见。
	2、就该事项与仁东控股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了解事项的当前状况。
	3、检查仁东控股公司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列报与披露是否适当。
	4、就剩余股权转让款余额向张军红先生进行了函证，取得回函并与账面相符。
	截止2019年度审计报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仁东控股公司与张军红先生正在进一步协商中，该事项具有不确定性且逾期违约金金额无法准确判断。因此我们认为仁东控股公司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列报与披露是合理、适当的。
	回复： 管理费用对比上期如下表：
	单位：万元
	管理费用增长的原因主要为职工薪酬、中介机构服务费、业务招待费、租赁费、邮电通讯费增加。。
	职工薪酬增长的主要是小贷公司及民盛租赁公司增长所致。小贷公司于2017年11月成立，2018年起步，人员较少，2019年业务增长，人员增加；民盛租赁公司2019年度业务规模增长，人员增加。相应的职工薪酬有较大增加。
	中介机构服务费、邮电通讯费增长主要由于公司业务量增长，业务系统、风控系统开发、运营、维护费用、网络服务费用增加。
	租赁费、业务招待费增长主要由于公司各版块业务规模增长，办公面积增加，相关经营费用增加。
	销售费用对比上期如下表：
	单位：万元
	销售费用增长的原因主要为工资福利保险、服务费增加
	工资福利保险增长主要是由于第三方支付业务加大了零售业务的开展，对新增商户的分润比例提高，并且本期第三方支付业务收入增长，相应增加对销售人员业务提成。
	服务费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小贷公司利用合作方风控技术对客户进行筛选，按照放款金额支付给合作方服务费增加。
	2019年度审计过程中，我们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进行了细节测试，并与上期进行了对比分析，未发现异常，执行了截止测试，也未发现费用跨期入账情况。
	10、年报显示，你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蔚洁科技2019年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116.58万元，未完成2019年度业绩承诺8800万元，业绩承诺方当期应补偿金额为1,134.28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就上述业绩补偿款的会计处理，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在2019年度审计过程中，我们对仁东控股公司参股公司蔚洁科技事项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1）投资情况
	共青城民盛公司以支付现金5,300万元的对价受让霍尔果斯柚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柚子创投”）持有上海蔚洁公司的9.8353%股权。上述股权受让完成后，共青城民盛公司再以现金2,000万元对上海蔚洁公司进行增资，共青城民盛公司通过上述股权受让及增资，累计持有上海蔚洁公司13.0612%股权。2017年9月12日上海蔚洁公司再次增资，本次增资后青城民盛公司持有上海蔚洁公司的股权被稀释为12.2298%。截至目前，共青城民盛公司持有上海蔚洁公司12.2298%股权。
	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蔚洁科技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不低于200万元、4,500万元、8,800万元。业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的净利润，则共青城民盛公司有权要求业绩承诺方对共青城民盛公司以现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蔚洁科技2018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共青城民盛公司已于2019年度收到业绩补偿款540.18万元，计入2019年度当期损益。蔚洁科技2019年度业绩承诺也未完成，应支付业绩补偿款1,134.28万元。
	根据业绩补偿计算结果，业绩承诺方蔚洁科技2019年度应补偿金额为1,134.28万元。出于谨慎性原则，仁东控股公司在实际收到补偿款时，计入收到期间的当期损益。
	通过进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蔚洁科技对仁东控股公司业绩补偿事项是由于仁东控股公司参股蔚洁科技形成，非并购交易形成，双方也不存在关联方关系，仁东控股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