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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9201920192019】】】】0490049004900490 号号号号    

    

 

关于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

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公司整体业务情况及行业信息关于公司整体业务情况及行业信息关于公司整体业务情况及行业信息关于公司整体业务情况及行业信息    

1、年报披露，公司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为，金融资讯及数据 PC

终端服务系统、金融资讯及数据移动终端服务系统、证券公司综合

服务系统、港股服务系统、直播平台以及其他。请公司结合业务板

块逐一说明各产品的业务模式、盈利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和时点、

主要客户和供应商。 

2.年报披露，境外业务的营业收入为 2.50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

例为 42.09%，毛利率比上年减少 6.71 个百分点。请公司说明：（1）

境外业务和产品构成、主要经营实体及其主要财务数据；（2）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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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毛利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3）境外业务主要客户、供应商

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年报披露，近五年，公司各产品毛利率变动幅度较大。金融

资讯及数据移动终端服务系统的毛利率由 2014 年的 80.20%下滑至

39.43%，金融资讯及数据 PC 终端服务系统的毛利率由 2014 年的

33.57%上升至 59.72%，证券公司综合服务系统、港股服务系统、直

播平台以及其他的毛利率均波动较大。请公司：（1）在成本分析表

中补充披露各产品的成本构成项目，并对重大变动情况作充分说明；

（2）结合行业发展变化、核心竞争力、主要客户及市场占有率变化、

成本结构变化等，逐项说明公司各产品毛利率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以及对公司未来业务的影响。 

4、自上市以来，除上市首年外公司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持续为负，2012 年至 2018 年分别为-3.05 亿元、-1.57 亿元、

-5.23 元、-6.94 亿元、-16.07 亿元、-1.08 亿元、-0.06 亿元。请

公司：（1）结合业务板块及产品，充分说明各主要业务的盈利情况；

（2）结合公司及行业因素，说明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长

期为负的原因，相关原因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影响持续经营能力，

业务拓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风险；（3）针对上述情况，公司是否已

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和计划，并说明是否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分析和

论证。 

5、自上市以来，除上市首年外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持续为

负，2012 年至 2018 年分别为-2.53 亿元、-0.82 亿元、-5.31 亿元、

-3.28 亿元、-10.71 亿元、-4.02 亿元、-3.78 亿元。请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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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货款收回情况、采购支付情况、费用支付情况等，逐年分析各

主要业务的现金流情况；（2）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长期净流出的原

因，相关原因是否具有持续性，以及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6、自上市以来，特别是第二年起，公司期间费用金额较大，期

间费用率较高且变化较大。2018 年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59.76%，其中销售费用率为 15.06%，管理费用率为 27.92%，导致公

司在销售毛利率为 58.07%的情况下仍然亏损。请公司：（1）结合销

售费用明细科目的具体构成、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以及具体业务

的拓展情况、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等，说明销售费用长期金额较

大、占比较高，且与收入增长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明

细科目具体构成、费用结算影响因素、主要交易对方和金额、具体

对应的业务情况等，分析销售费用中服务费、广告宣传费、邮电通

讯费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对相关具体业务的影响；（3）

结合管理费用明细科目的具体构成、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分析

管理费用长期金额较大、占比较高，且与收入增长不匹配的原因及

合理性。 

7、年报披露，研发费用为 1.08 亿元，同比下降 20.22%，其中

列支的职工薪酬为 1.05 亿元，同比下降 10.80%，折旧费同比下降

67.69%，无形资产摊销同比下降 99.39%。自 2015 年起公司无形资产

不断减少。公司披露，公司不断加强人才储备，扩充研发人员数量。

2018 年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 457 人，较 2017 年增加 109 人，增幅为

23.85%。请公司：（1）补充披露并说明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与研发

人员数量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相关资产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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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研发费用中折旧费和无形资产摊销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说明近年公司无形资产不断减少的原因及对业务产品竞争力的影

响；（3）2014 年和 2015 年研发费用均超过 2亿元，近年公司研发费

用大幅下降，请说明公司近五年来具体研发投向、主要考虑、取得

的成果及其对相关业务的影响；（4）2014 年存在部分资本化研发投

入，但自2015年以来全部为费用化研发投入，请结合相关会计政策，

说明公司研发投入前期存在资本化而近年未进行资本化的原因。 

8、年报披露，自 2016 年投入以来直播平台持续亏损，直播平

台的巨量投入系 2016 年利润亏损 17.6 亿元的主要原因。请公司详

细说明直播平台的累计投入及相关会计处理、具体投向、是否取得

相关成果、业务发展情况、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未来相关计划及可

行性。 

二二二二、、、、关于公司具体财务相关信息披露关于公司具体财务相关信息披露关于公司具体财务相关信息披露关于公司具体财务相关信息披露    

9、年报披露，公司本年度一至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28

亿元、1.50 亿元、1.40 亿元、1.7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0.03 亿元、0.07 亿元、-0.06

亿元、-0.03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0.22亿元、

1.20 亿元、-1.60 亿元、-3.16 亿元，收入、利润和现金流不匹配，

且与以前年度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请公司从行业经营状况、业务模

式及会计处理的角度，补充披露并说明：（1）公司四个季度收入、

利润和现金流变化趋势不一致以及波动较大的原因；（2）在第三季

度收入相较前两季度未见大幅下降以及第四季度公司收入增长的情

况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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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额为负的原因；（3）2018 年分季

度主要财务数据与 2017 年差异较大的原因。 

10、年报披露，公司收购阿斯达克网络信息有限公司、上海大

智慧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DZH Financial Research,Inc.、Dzh 

International Pte.Ltd形成的商誉期末余额分别为1.57亿元、0.97

亿元、0.25 亿元、0.16 亿元，相关商誉本期末未发生减值。请公司：

（1）分项披露各项商誉相关资产组的经营现状，详细说明商誉减值

测试相关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假设前提、关键参数、评估方法的选

取或确定依据；（2）说明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假设前提、关键参数、

评估方法等的选取或确定依据，是否与收购时估值相关情况存在差

异，若存在请说明差异原因，以及期末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是否充

分考虑上述差异情况。 

11、年报披露，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11.10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

例为 54.65%，其中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为 6 亿元。请公司：（1）补

充披露货币资金受限的具体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的合同安排或限制

性用途，并核实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2）鉴于总资产

中 54.65%为货币资金，且常年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结合公司业务发

展，说明保有大量货币资金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货币资金使用低

效的情况。 

12、年报披露，委托理财情况中列示，银行理财发生额为

32,700.00 万元，未到期余额 6,400.00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中列示,

贷款和应收款（理财产品）期末余额为 4,000.00 万元，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2,445.54 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单项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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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情况，并说明理财投向及相关收益情况；（2）对委托理财的披

露情况作出说明，若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说明原因；（3）

说明委托理财的列报项目、会计处理方法及依据，并补充披露贷款

和应收款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具体内容和会计处理依据。 

13、年报披露，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1.46 亿元，其中应付成本费

用款项 1.45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应付成本费用款项的明细项目，

并结合交易背景、交易对方和相关账龄说明应付账款的会计处理依

据。 

14、年报披露，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0.88 亿元，其中列支的费

用为 0.67 亿元，较期初余额上涨 9311%。请公司补充披露其他应付

款中列支的费用的款项性质和核算内容，并结合相关交易背景及交

易对方等具体情况，说明期末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15、年报披露，根据新增诉讼计的情况，2018 年公司计提了预

计负债 48,414,127.64 万元，考虑二审判决的影响，最终对尚在审

理中的剩余诉讼计提预计负债 17,084.95 万元。请公司：（1）分类

披露公司所涉诉讼的具体情况，并说明相关诉讼不同阶段的具体会

计处理方法、依据及合理性；（2）核实相关金额是否不准确，并进

行相应更正。 

16、年报披露，2018 年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4.75 亿元，投资

支付的现金 8.95 亿元。相关金额较大且均较上年发生额大幅增加。

请公司：（1）说明投资活动相关现金流出现大额收付，且较上年发

生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和投资支付的现金的明细项目，并说明相关交易事项是否履行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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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17、年报披露，2018年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3.80

亿元，其中列支的其他项目为 2.19 亿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为 8.73 亿元，其中列支的其他项目为 6.33 亿元。相关金

额较大且均较上年发生额大幅增加。请公司：（1）补充披露收到和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支的其他的具体明细；（2）

结合交易背景及交易对方等具体情况，说明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流出现大额收付，且较上年发生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18、年报披露，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中列示

的营业收入合计为 586,131,535.94 元，而合并利润表中列示的营业

收入为 593,638,132.46 元，请说明上述差异的原因。 

三三三三、、、、关于公司资产交易相关信息披露关于公司资产交易相关信息披露关于公司资产交易相关信息披露关于公司资产交易相关信息披露    

19、2017 年和 2018 年,公司分别将原全资子公司大智慧（香港）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香港）51%股权和49%股权以3.67

亿元、4.55 亿元转让给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

相关股权转让形成的投资收益构成 2017 年和 2018 年净利润的主要

来源。请公司：（1）结合公司业务结构、现有业务盈利能力、核心

资产现状，以及标的资产与公司业务的关联性等，说明出售大智慧

香港的原因，以及对公司持续经营、核心业务和技术等产生的影响；

（2）根据公告，公司转让大智慧香港 51%的股权，旨在与恒生电子

开展战略合作，开拓海外市场业务，但次年即转让剩余股权，请说

明分两次进行股权转让的原因及主要考虑，是否以实现 2017 年和

2018 年盈利为主要目的；（3）说明两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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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折价原因及合理性，两次股权转让价格差异较大的具体原因。 

20、2013 年，公司向自然人黄孟杰以 3,200 万元收购杭州大彩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大彩）80%股权，随即增资 3,840

万元。次年，公司即决定将其中 31%股权以 1亿元转让给中彩合盛网

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彩合盛）转让。后续，公司

持有的杭州大彩剩余 49%股权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请公司：（1）杭

州大彩主营业务为互联网彩票销售，与公司主业不相关，请说明公

司收购非主业资产的主要考虑以及交易定价合理性；（2）公司收购

非主业资产后随即增资，但次年即决定转让部分股权，且转让价格

大幅溢价，请说明该交易安排的主要考虑，相关投资收益确认金额

和时间，以及对当年业绩的影响；（3）交易对方中彩合盛成立于交

易决策 2 个月前，注册资本仅 1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末，其仅支

付 5,500 万元股权转让款，剩余 4,500 万元的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请说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进度和坏账准备计提年度，

交易对方未能足额支付款项原因，以及公司股权转让决策时，董事

会是否审慎评估了交易对方的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4）请公司结

合上述问题，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具有交易实质，交易各方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其他相关协议或利益安排，以及对公司的影

响。 

21、2014 年公司向自然人王德香、司继双、孙天学以 4,370 万

元收购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狮王）100%股权，

形成商誉 3,322.66 万元。2015 年公司对相关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359.55 万元。2016 年公司以 2,860 万元将上海狮王 65%股权转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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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钤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钤孚），剩余 35%股权

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2016 年公司小幅增资，但当年标的

资产即大幅减值，并于 2016 年、2017 年全额计提减值准备。2018

年公司再次将上海狮王剩余 35%股权以 200 万元转让给上海钤孚。请

公司：（1）上海狮王主营业务为黄金交易服务，与公司主业不相关，

请说明公司收购非主业资产的主要考虑以及交易定价合理性；（2）

收购完成后，标的资产即连年大幅减值的原因，以及在发生减值的

情况下公司继续追加投资的考虑；（3）两次转让股权的交易背景、

定价依据及其合理性；（4）说明多次交易是否经过了审慎决策、相

关交易是否具有交易实质，交易各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

其他相关协议或利益安排。 

22、年报披露，2016 年公司支付 743 万元收购了上海搬矿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搬矿）100%股权，形成商誉 316.60 万

元。2017 年公司对相关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2018 年公司以 78.48

万元将上海搬矿 100%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李庆，但本期收到的处置上

海搬矿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仅为 8,109.96 元。请公司:（1）说明收

购次年即对相关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依据、合理性；（2）

标的公司收购后的业绩是否与上年预计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若存在

请详细说明业绩差异原因，前期收购的合理性、审慎性以及定价依

据；（3）补充披露股权转让收到的现金流远低于转让价格的原因及

合理性，并说明高价收购后低价转让的的原因及合理性，交易各方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其他相关协议或利益安排。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规定要求，对于公司



 

 

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

披露的原因。针对前述问题

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19

27 日之前，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

 

 

 
 
 
 
 
 
 
 
 
 
 

                                    

 

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

针对前述问题 2、6-8、10-17、19-22，请会计师发表

2019 年 4月 20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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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详细披露无法

请会计师发表

并于 2019 年 4月

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