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项说明 第 1 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  

的专项核查说明  

  

信会师函字[2020]第 ZA37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所接受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昂技术”、 “公司”）委托，

对公司 2019 年度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形成我

们的相关判断，立昂技术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有效、完整的相关资料。  

根据贵所 2020 年 6 月 9 日出具的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451 号《关于

对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我们对贵所要求年审会计师核查的问

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除非另有所指，本《专项说明》所用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释义  

立昂技术、公司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沃驰科技 杭州沃驰科技有限公司 

大一互联 广州大一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西北基地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西北地区的子公司 

华东基地 沃驰科技及其子公司 

华南基地 大一互联及其子公司 

 

如无特别说明，以下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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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费用为 2,917.7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0.80%；

管理费用为 8,736.7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6.34%。 

（1）报表附注显示，你公司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均包含“业务招待费”

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该两项费用均较上年同比大幅增长。请你公司补充说

明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的费用构成差

异和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并说明将“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归集为管理费用的合

理性，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报告期内你公司支付的职工薪酬费用为 3,229.8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加 157.42%。请你公司结合在职员工人数变化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职工薪酬

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公司补充说明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

推广费”的费用构成差异和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并说明将“广告宣传费、推广费”

归集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 

1、补充说明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

的费用构成差异 

（1） 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的费用构成差异 

销售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主要核算市场部、各业务部门为开拓市场、项目

前期接洽过程中的发生的接待性质的费用，主要包括：业务洽谈、产品推销、对

外联络、公关交往、会议接待、来宾接待等过程中所发生的餐费、住宿费、交通

费等费用。 

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主要核算公司各职能部门、管理层发生的接待性

质的费用，主要包括：烟酒、餐费、食品、住宿费以及中介机构的交通、食宿费

等。 

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项目下：业务招待费“的构成并无明显不同，分别归

集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中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便于对各部门的费用进行预算控制

和考核。 

 

（2） 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广告宣传费、推广费“的费用构成差异 

销售费用项下“广告宣传费、推广费”主要核算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发布业务推

广产生的广告费、宣传费，参加业务类交流和推介的会议费等，主要包括：广告

费、网络推广费、代理费、信息服务费、工程项目标识、标牌制作等费用。 

  



 

专项说明 第 3 页  

管理费用项下“广告宣传费、推广费”主要核算公司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整体

品牌影响力宣传产生的费用，主要包括：公司品牌、形象设计费，带有公司标识

的用品、用具的制作费，重要会议的统一着装购置费、宣传册印制费等。 

公司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广告宣传费、推广费“的费用构成差异：销售

费用项下的“广告宣传费、推广费”主要是对各类业务进行推广而发生的广告、宣

传性质的费用；管理费用项下的“广告宣传费、推广费”主要是针对提升企业整体

知名度而发生的广告、宣传性质的费用。 

 

2、销售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

因 

（1）销售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两年业务招待费构分基地列示如下： 

基地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率 
发生额 占比 发生额 占比 

西北基地 174.31 42.18% 175.61 100.00% -0.74% 

华东基地 90.27 21.84% 
  

100.00% 

华南基地 148.68 35.98% 
  

100.00% 

合计 413.26 100.00% 175.61 100.00% 135.33%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 2019 年业务招待费增加主要原因是合并沃驰科技和

大一互联所致，因合并范围变化使业务招待费增加 238.95 万元，占本期发生额的

57.82%。 

 

（2）销售费用项下“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两年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分基地列示如下： 

基地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率 
发生额 占比 发生额 占比 

西北基地 0.31 0.12% 18.96 100% -98.36% 

华东基地 7.17 2.84% 
  

100.00% 

华南基地 244.91 97.04% 
  

100.00% 

合计 252.39 100.00% 18.96 100% 1231.17%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 2019 年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增加主要原因是合并沃

驰科技和大一互联所致，因合并范围变化使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增加 252.08 万元，

占本期发生额的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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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

因， 

（1）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两年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分基地列示如下： 

基地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率 
发生额 占比 发生额 占比 

西北基地 294.03 54.62% 280.51 100.00% 4.82% 

华东基地 150.43 27.94% 
  

100.00% 

华南基地 93.90 17.44% 
  

100.00% 

合计 538.36 100.00% 280.51 100.00% 91.92%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 2019 年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较上年大幅增加，

主要原因是合并沃驰科技和大一互联所致。因合并范围变化使业务招待费增加

244.33 万元，占本期发生额的 45.38%。 

 

（2）管理费用项下“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基地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率 

发生额 占比 发生额 占比 

西北基地 79.17 100.00% 13.27 100.00% 496.61% 

华东基地      

华南基地      

合计 79.17 100.00% 13.27 100.00% 496.61% 

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同比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公司更加注重自身品牌和企业

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本期参加 “中国新疆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产生展位设计与

搭建等费用 13.34 万元；委托克拉玛依越野帝商贸有限公司进行公司 VI 设计、企

业网络建设运营维护、微信公众号创建、企业日常宣传、员工工装徽章设计等共

产生费用 56.00 万元；公司本期印制宣传手册、宣传横幅、购买吉祥物玩偶等产

生费用 9.83 万元。 

 

4、将“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归集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会计

准则规定 

（1）《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管理费用”科目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 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中对管理费用科

目核算的相关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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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2 管理费用 

本科目核算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管理费用，包括企业在

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

者应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包括行政管理部门职工工资及福利费、物料消耗、

低值易耗品摊销、办公费和差旅费等)、工会经费、董事会费(包括董事会成员津

贴、会议费和差旅费等)、聘请中介机构费、咨询费(含顾问费)、诉讼费、业务招

待费、技术转让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研究费用、排污费等。企业生产车间（部

门）和行政管理部门等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等后续支出，也在本科目核算。 

 

（2）公司将“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归集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是否符合相

关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管理费用中的“广告宣传费、推广费”主要是公司为了提升公司的知名度

而发生的整体品牌和文化建设宣传的费用，主要由董事会、证券部和行政管理部

门经办。 

公司管理费用中的“广告宣传费、推广费”是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

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属于《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主要

账务处理》中对管理费用科目核算的相关规定的内容。 

综上所述，公司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

费”同比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合并范围变化所致；公司将“广告宣传费、推广费”

归集为管理费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支付的职工薪酬费用为 3,229.8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加 157.42%。请你公司结合在职员工人数变化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职工薪酬

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各基地管理费用-职工薪酬两年构成： 

基地名称 

2019 年 2018 年 

全年平

均人数 

薪酬总额（万

元/年） 

薪酬占比

（%） 

人均薪酬

（元/月） 

全年平均

人数 

薪酬总额（万

元/年） 

薪酬占比

（%） 

人均薪酬

（元/月） 

西北基地 223.00 1,421.25 44.00% 5,311.10 220.00 1,254.68 100.00% 4,752.58 

华东基地 149.00 1,320.49 40.88% 7,385.29 

    

华南基地 29.00 488.06 15.12% 14,024.71 

    

 合计 401.00 3,229.80 100.00% 6,711.97 220.00 1,254.68 100.00% 4,7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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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同比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因合

并沃驰科技和大一互联所致，因合并范围变化使本期职工薪酬较上年增加

1,808.55 万元，占本期发生额的 56%。 

西北基地本期薪酬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调整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

将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原来的月薪制变为年薪制，调高了整体薪酬水平。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职工薪酬费用大幅增长是合理的。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 

1、针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并核查公司销售模式，分析本期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核查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构成项目是否存在异常或变动幅度较大的情况及其合理性，计算分

析管理费用中各项目发生额及占费用总额的比率，将本期、上期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各主要明细项目作比较分析，判断其变动的合理性。     

（2）将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

摊销额等项目与各有关账户进行核对，分析其勾稽关系的合理性，并作出相应记

录。 （3）检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中业务招待费、办公差旅费、维修费等支

出是否合理，判断属于日常费用支出还是非经常性支出，对非经常性支出重点关

注，检查审批手续是否健全，是否取得有效的原始凭证。  

（4）检查聘请中介机构费、咨询费（含顾问费），广告宣传费取证相关合

同和发票，检查是否按合同规定支付费用，有无涉及到诉讼及赔偿款项支出。 

（5）从资产负债表日后的银行对账单或付款凭证中选取项目进行测试，检

查支持性文件（如合同或发票），关注发票日期和支付日期，追踪已选取项目至

相关费用明细表，检查费用所计入的会计期间，评价费用是否被记录于正确的会

计期间。 

 

2、针对职工薪酬，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公司的内控制度：了解公司是否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的激励约束机

制，设置科学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对各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进行严格考核与

评价，以此作为确定员工薪酬、职级调整和解除劳动合同等的重要依据，确保员

工队伍处于持续优化状态，了解被审计单位是否制定与业绩考核挂钩的薪酬制度，

是否做到薪酬安排与员工贡献相协调；了解与员工入职、离职和调岗的相关政策

及流程；了解被审计单位工资核算、计提及支付政策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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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通过查验工资表，检查工资计提是否正

确，依据是否充分；与绩效挂钩的提成和奖金，取得了人力资源的考核文件，结

合有关合同文件和实际完成的业绩指标，检查其计提额是否正确，并将计提数与

相关成本费用进行勾稽。 

（2）检查发放金额是否正确，代扣的款项及其金额是否正确，取证社保缴纳

凭证，社保计提表、员工花名册等检查员工社保缴纳情况，复核社保缴纳人数，

缴纳基数，检查社保计提是否正确，检查是否与关联公司员工工资混淆列支。检

查社会保险费（包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

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计提和支付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依据是否充分。 

（3）检查是否存在属于拖欠性质的职工薪酬，取证期后工资发放的银行回单； 

（4）比较被审计单位员工人数的变动情况，检查公司各部门各月工资费用的

发生额是否有异常波动；比较本期与上期工资费用总额，对其增减变动原因，获

取公司管理当局关于员工工资标准的决议。 

 

立昂技术对上述事项的相关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审计程序过程中了解到的信

息没有重大不一致。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应

而言，公司对上述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问题4.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费用为2,917.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80%；管理费用为8,736.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6.34%。
	（1）报表附注显示，你公司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均包含“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该两项费用均较上年同比大幅增长。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的费用构成差异和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并说明将“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归集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报告期内你公司支付的职工薪酬费用为3,229.8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57.42%。请你公司结合在职员工人数变化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职工薪酬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公司补充说明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的费用构成差异和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并说明将“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归集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
	1、补充说明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的费用构成差异
	（1） 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的费用构成差异
	（2） 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项下“广告宣传费、推广费“的费用构成差异
	2、销售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1）销售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2）销售费用项下“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3、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1）管理费用项下“业务招待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2）管理费用项下“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4、将“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归集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
	（1）《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管理费用”科目的相关规定
	（2）公司将“广告宣传费、推广费”归集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支付的职工薪酬费用为3,229.8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57.42%。请你公司结合在职员工人数变化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职工薪酬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
	1、针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2、针对职工薪酬，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