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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地位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设立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39,568� 家，从业人员 674,836� 人，目

前涉足该业务的上市公司主要包括金财互联、科锐国际及强生控股等。 同时，中小企业服务市
场目前服务主体众多庞杂，市场份额高度分散，公司作为综合服务商，横跨多个垂直服务领域。

根据 2021 年强生控股发布的《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强生控股报告书”）：本次购买上海外服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综合人力资源服务，包括人事管理服务、人才派遣服务、薪
酬福利服务、招聘及灵活用工服务、业务外包服务等。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探索新业务转
型、寻求新利润增长，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实力。 该交易已于 2021 年 6 月 4 日
获得中国证监会通过。

为此，我们结合产品类似、业务基本可比的公司，按照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成立或业务开展时间

顺利办 793,661.40 221,438.93 2017 年开展

科锐国际 418,233.62 374,472.79 2014 年成立

上海外服 2,227,914.72 2,503,114.71 1984 年成立

公司作为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的服务企业，从经营活动的资金流入看规模大于科瑞国际。
5、相关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本期，因新收入准则的执行，公司部分人力资本业务由总额法核算调整为净额法核算外，

公司人力资本业务及产品和上期比并未发生变化。 通过上述人力资本业务的介绍、各人力资本
业务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的列示再结合人力资本业务可比公司的收入规模、资金流及行业发
展分析，灵活用工是现在劳动分工精细化的产物，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
率的作用，供需双方的共同需求决定了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因此我们认为公司人力资本
业务具备商业实质。

（二）请结合问题（一）说明主要纳税单位 2019 年和 2020 年增值税计税基数与营业收入的
勾稽关系，增值税计税基数大幅增长的原因，相关收入是否与公司规模相匹配。

回复：
上述主要纳税主体以提供人力资本业务为主，其业务模式未发生变化，目前适用的增值税

税率为 6%。
本期因适用新准则， 导致公司部分人力资本业务分工宝及创业宝从总额法核算调整为净

额法，致使净额法核算的营业收入要低于其增值税计税基数，即增值税计税基数是公司按照向
客户收取的全部价款除适用税率计算， 而净额法确认的收入是按照向客户收取的全部价款除
适用税率后再扣除向承接人支付的成本计算。

各纳税单位在承接合并范围内公司转包的业务时，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并交纳增值税，计税
基数即为业务实际开展主体收到实际转包价款的不含税金额； 如樟树市顺利办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接受转包业务后全额开票给顺利办（舟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按照发票金额、增值税率
计算并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至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在同一个会计期间，存在收入确认时点和增值税纳税时点不同，导致计税基础和营业收入
存在差异的情况，如税法要求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如先开具发票
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计算交纳增值税，而收入确认需满足时点或递延等确认条件。

鉴于上述原因， 公司计税基数和营业收入的确认不仅存在营业收入净额法核算和体系内
转包的影响，也存在税会差异。 本期受销售驱动的影响，公司分工宝及创业宝产品业务量有较
大提升，也导致了计税基数较净额法核算的收入差异较大。

以净额法核算的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为例，计税基数和营业收入的计算过程如下：
合同项目 合同定价方式 收 取 客 户 价 款 的 合

同金额 计税基数 2020 年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

人 资 业 务
外包服务 7%（成本加成） 36,091.60 万元 34,048.68 万元 318.21 万元

计算过程 承接服 务 成 本 33,730.47 万
元 33,730.47*（1+7%） （36,091.60/1.06） （34,048.68-33,730.47）

现列示主要纳税单位营业收入和计税基数的差异比较：
①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增值税计税基数（万元）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大客户 167.58 167.58 492.09 581.15
其他客户 100.83 2,529.58 312.06 149.48
内部购销 （平台使
用费） 10,618.34 10,618.34 2,121.83 2,121.83

合计 10,886.75 13,315.50 2,925.98 2,852.46
②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

增值税计税基数（万元）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大客户 4,275.25 130,551.38 7,275.39 7,275.39
其他客户 8,462.39 383,111.70 7,117.65 7,709.55
内部购销 （转包业
务 ） 2,891.27

合计 12,737.64 516,554.33 14,393.04 14,984.94
注：1、2020 年大客户占比仅有 33.56%，剩余约 2235 家客户单家业务体量较小。 2、根据中国

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1-15� 按总额或净额
确认收入”，确定对人力资本部分业务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造成计税基数与营业收入的差
异。

③神州优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

增值税计税基数（万元）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大客户 8,448.97 10,502.23 50,119.29 51,377.95
其他客户 12,819.18 113,150.25 76,226.05 115,646.42
内部购销 （转包
业务 ） 6,602.59 1,193.83 1,193.83

合计 21,268.15 130,255.07 127,539.17 168,218.20
注：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

“1-15� 按总额或净额确认收入”，确定对人力资本部分业务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造成计税
基数与营业收入的差异。

④樟树市顺利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樟树信息科技

增值税计税基数

2020 年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大客户 115.41 3,672.32
其他客户 85.10 7,385.40
内部购销（转包业务 ） 5,403.07 230,849.49
合计 5,603.58 241,907.21

注：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
“1-15� 按总额或净额确认收入”，确定对人力资本部分业务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造成计税
基数与营业收入的差异。

⑤樟树市顺利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增值税计税基数（万元）

2020 年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内部购销（转包业务 ） 107.27 4,698.07
注：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

“1-15� 按总额或净额确认收入”，确定对人力资本部分业务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造成计税
基数与营业收入的差异。

⑥神州顺利办（芜湖）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

增值税计税基数（万元）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大客户 179.41 4,597.58 2,622.69 2,622.69
其他客户 5.93 147.40 391.59 338.25
内部购 销 （转 包 业
务 ） 5,552.02

合计 185.34 10,297.00 3,014.28 2,960.94
注：1、2019 年计提的政府返税收入计入主营收入 53.34 万元， 未计提销项税， 导致收入大

于计税基础。 2、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1-15� 按总额或净额确认收入”，确定对人力资本部分业务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造
成计税基数与营业收入的差异。

⑦神州顺利办（宿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

增值税计税基数（万元）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大客户 805.50 8,190.99 3,424.83 3,424.83
其他客户 482.53 5,542.29 1,555.19 1,555.19
内部购销（转包业务 ） 1,480.07 58,700.54 306.24 306.24
合计 2,768.10 72,433.42 5,286.26 5,286.26

注：1、该公司主要业务为承接内部公司业务，对外客户收入占比较小。 2、根据中国证监会
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1-15� 按总额或净额确认收
入”，确定对人力资本部分业务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造成计税基数与营业收入的差异。

⑧顺利办（菏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

增值税计税基数（万元）

2020 年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大客户 12.76 216.95
内部购销（转包业务 ） 476.80 46,787.96
合计 489.56 47,004.91

注：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
“1-15� 按总额或净额确认收入”，确定对人力资本部分业务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造成计税
基数与营业收入的差异。

⑨易桥（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增值税计税基数（万元）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营业收入 计税基数

大客户 608.16 2,951.16 691.65 691.65
其他客户 3,565.17 7,176.61 1792.80 1792.80
合计 4,173.33 10,127.77 2,484.45 2,484.45

注：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
“1-15� 按总额或净额确认收入”，确定对人力资本部分业务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造成计税
基数与营业收入的差异。

上述表中内部购销均指子公司易桥财税科技体系内的业务转包和合并范围内人力资本业
务公司使用公司平台的使用费，其会计处理如下：

平台使用费，易桥财税科技作为管理、服务、系统研发支撑等职能，对体系内人力服务公司
收取平台使用费并确认收入，平台使用方作为其运营成本的一部分向易桥财税科技采购，合并
报表作为内部交易进行完整的收入与成本抵消，对合并层面不造成影响。

转包业务，合并范围内公司间就转包业务按照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在转包与接受转包业务
的公司分别按照净额法核算（即客户支付价款给 A 公司，A 公司全额转包给 B 公司并由 B 公
司结算，A 公司和 B 公司分别扣除转包金额与支付给承接人的成本后确认净额收入）， 因此对
合并报表层面不产生影响。

通过对比，2019 年除神州优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外，各公司营业收入与计税基础基本
吻合，其差异主要是增值税纳税时点和收入确认时点的不同影响。 而神州优才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是最早从事人力资本业务的公司，2019 年其业务本身就存在净额核算的产品， 如劳务、
优享 + 等，所以导致营业收入远低于计税基础。

服务类企业一般为轻资产公司，投资资本较低，经营周转速度较快。 通过强生控股报告书
查询，上海外服中承担业务外包的子公司有上海合杰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500.00 万
元）、上海外服杰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200.00 万元）、上海汇杰人才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 200.00 万元），其注册资金普遍不大。 而根据该报告书且经天职国际审计的财务
数据看，其业务外包服务 2020 年实现收入 567,000.92 万元，占到总收入的 25.92%，与 2019 年
基本持平。

因此，从人力资本业务外包服务和行业公司看，该业务的规模与从事该业务公司的注册资
金不完全相关。

（三）请结合增值税缴纳情况，说明你公司 2019 年和 2020 年税金及附加的具体计算过程。
回复：
公司计提税金及附加是基于满足当期产生应缴增值税义务后， 按照规定比例计提相应的

附加税，附加税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纳税单位

2020 年税金及附加计算 2019 年税金及附加计算

本期应缴增
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 育 附 加
（5%）

本 期 应 缴
增值税

城 市 维 护 建 设 税
（%） 教 育 附

加（5%）
0.07 0.05 0.07 0.05

神州顺利办 (宿迁 ）人
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1,660.24 116.22 83.01 262.05 18.34 13.10

易桥 （上海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258.83 12.94 12.94 93.7 4.69 4.69

神州易桥 （北京 ）财税
科技有限公司 1.63 0.08 0.08 0.25 0.01 0.01

神州优才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6,117.97 428.26 305.90 7,820.43 547.43 391.02

神州顺利办 （芜湖 ）人
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477.43 33.42 23.87 175.14 12.26 8.76

顺利办 （舟山 ）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6,562.20 828.11 828.11 820.09 41.00 41.00

樟树市顺利办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 281.86 19.73 14.09

樟树市顺利办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14,370.43 1,005.93 718.52

顺利办 （菏泽 ）数据服
务有限公司 18.11 0.91 0.91

合计 39,748.70
1,603.56 842.04

1,987.44 9,171.66
578.03 45.70

458.58
2,445.59 623.74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人力资本服务业务主要分为分工宝、创业宝及用工宝业务。 相关业务于 2017 年在

云南瑞丽开展，开展初期主要为非全日制的灵活用工人员的劳务派遣即用工宝相关业务；
2018 年至 2019 年，公司人力资本业务结合市场、用工方、灵活人员的不同形式，逐步开发

了分工宝和创业宝产品。
客户将需要提供的人力资本服务以业务外包方式众包给顺利办灵活用工平台并支付对应

业务外包整体服务费，顺利办灵活用工平台分包给承接人，承接人根据客户具体的服务要求业
务完结后，公司向承接人支付服务费用。

公司在众包平台发布的服务项目包括：具体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流程、服务规范、
考评培训、费用结算等事宜。

灵活用工是劳动分工精细化的产物， 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模式、 提高生产效率的作
用，供需双方的共同需求决定了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

（2）2020 年的由于新收入准则的执行，公司对分工宝及创业宝业务营业收入按照净额法列
报，增值税以向客户收取的全部价款作为计税基础（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导致增值税计税
基数与营业收入的勾稽不吻合。

通过查询上市公司强生控股发布的《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强生控股报告书”），上海外服（集
团） 有限公司中承担业务外包的子公司有上海合杰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500.00 万
元）、上海外服杰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200.00 万元）、上海汇杰人才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 200.00 万元），其注册资金数额均较小。 根据强生控股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财务数据分析， 其业务外包服务 2020 年实现收入 567,000.92 万元， 占到总收入的
25.92%，与 2019 年基本持平。

因此，从人力资本业务外包服务和同行业公司比较，该类业务的规模与从事该业务公司的
注册资金不相关，故相关营业收入与公司规模相匹配。

（3）执行的核查程序：
①对人力资本服务合同、交易流水进行检查；②对大额交易实施函证程序；③根据交易金

额对相关税金进行测算；④对纳税申报资料进行检查。
核查意见：①经核查，该项业务相关现金流实际发生、公司向客户提供发票、履行纳税义

务，公司向服务承接方实际支付服务费并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公司人力资本服务业务具
备商业实质。 ②经核查，人力资本服务与公司规模相匹配。 ③对公司主要纳税主体的大额税金
及附加进行了重新测算，未发现重大差异。

二、关于“问诊卡”。《回函》显示，2017 年你公司的孙公司易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累计销售
问诊卡 42,042 份，销售客户 200 多家，实现销售额 1,681.68 万元。 其中，在销售额超过 1 万元的
客户中，向 105 家子公司或分公司销售 917.88 万元，向 25 家联营企业销售 158.58 万元，向 50
名外部客户销售 573.12 万元。

（一）请你公司分别说明向子公司或分公司、联营企业、外部客户销售问诊卡的收入确认时
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同期间收入确认金额，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回复：
公司根据问诊卡产品在已将其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 既没有保留通常

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
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
收入的实现。

根据《产品销售协议》约定：“问诊卡购买后相关权利义务转移，售出不予退还”及“购买方
购买的系顾问咨询专家问诊平台的会员费，即会员资格，通过购买会员卡获取“顾问咨询专家
问诊平台”密码后，可升级为平台注册会员，会员可在有效期内（即终身享受会员资格）享受“顾
问咨询专家问诊平台”提供的免费服务及其他收费的增值业务”等，问诊卡产品销售方易桥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在购买方取得问诊平台会员资格、 问诊卡转移至购买方时不区分销售给子
（分）公司、联营公司及外部客户，均一次性确认收入。 上述销售均在 2017 年 12 月确认，并已在
收入确认前即当年收取全部价款，收入确认依据包括收款凭证、销售协议、问诊卡发出记录等，
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

同时，根据问诊卡的销售对象不同，对销售给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或联营企业之间
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予以抵消，即对外销售直接在当期确认收入；对合并范围的销售，
公司予以抵消对收入、利润的影响，不影响合并损益；对联营企业的销售根据持股比例不同抵
消相应的投资收益影响。

具体如下：
1、向子（分）公司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付款方

2017 年 收 入 确 认 时
点 确认依据

销售额 其 中 12 月
确认

款 项 是
否收到

最后收款时
间

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郑州第一分公司 贾俊芳 4.00 4.00 是 2017-11-17

2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80 6.80 是 2017-11-20

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10.00 10.00 是 2017-11-21

4 重庆易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易兢企业 管理 咨询有 限
公司 40.00 40.00 是 2017-11-21

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上海第三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上海第三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1

6 无锡易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无锡易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1

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5.00 5.00 是 2017-11-21

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1-21

9 衡阳易桥立泰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1.50 1.50 是 2017-11-22

10 常州易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易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2

11 武汉神州惠安易桥顺利办财税
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1.50 1.50 是 2017-11-22

12 武汉神州易桥安然财税服务有
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1.50 1.50 是 2017-11-22

13 常州易桥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常州易桥企业 管理 服务有 限
公司 6.00 6.00 是 2017-11-22

14 苏州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苏州德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20

15 升晟顺利办（武汉）财务服务有
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武汉第三分公司 1.50 1.50 是 2017-11-23

16 无锡易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顺利办企业管 理无 锡有限 公
司 6.00 6.00 是 2017-11-23

17 无锡易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顺利办企业管 理无 锡有限 公
司 3.20 3.20 是 2017-11-23

18 无锡易琥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顺利办企业管 理无 锡有限 公
司 3.00 3.00 是 2017-11-23

19 无锡易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顺利办企业管 理无 锡有限 公
司 3.60 3.60 是 2017-11-23

20 无锡易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顺利办企业管 理无 锡有限 公
司 6.00 6.00 是 2017-11-23

21 无锡易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顺利办企业管 理无 锡有限 公
司 5.00 5.00 是 2017-11-23

22 无锡易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顺利办企业管 理无 锡有限 公
司 6.20 6.20 是 2017-11-23

23 无锡易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顺利办企业管 理无 锡有限 公
司 3.00 3.00 是 2017-11-23

24 深圳易桥双利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深圳双利分公司 1.20 1.20 是 2017-11-27

25 湘潭易桥爱帮财物管理有限公
司

湘潭易桥爱邦 财务 管理有 限
公司 3.20 3.20 是 2017-11-27

26 泉州易桥惠信财税咨询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2.00 2.00 是 2017-11-27

2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福建晋江第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福建晋 江第一 分公
司

1.20 1.20 是 2017-11-27

2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国瑞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深圳国瑞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7

29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 4.32 4.32 是 2017-11-27

30 长沙易桥金智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

长沙易桥金智 财务 咨询有 限
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7

31 北京荟和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粘立柱 5.44 5.44 是 2017-11-29
32 北京企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回艳平 4.00 4.00 是 2017-11-29

33 北京易桥晟博财务顾问有限公
司

北京易桥晟博 财务 顾问有 限
公司 1.60 1.60 是 2017-11-29

34 易桥天运（北京 ）会计服务有限
公司 吴长春 2.64 2.64 是 2017-11-29

35 易德升 （成都）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易德升 （成都 ）财税服 务有限
公司 8.00 8.00 是 2017-11-30

3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青白江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青白江分公司 3.20 3.20 是 2017-11-30

3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1.60 1.60 是 2017-11-30

3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马鞍山第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马鞍山第一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01

3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北京企顺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北京企顺分公司 2.00 2.00 是 2017-12-04

40 重庆易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重庆易兢企业 管理 咨询有 限
公司 120.00 120.00 是 2017-11-21

41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0 40.00 是 2017-12-11
42 常州易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易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40 2.40 是 2017-12-11
43 常州易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易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80 4.80 是 2017-12-11

4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福建第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福建第一分公司 3.60 3.60 是 2017-12-12

4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泉州市刺桐路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泉州市 刺桐路 分公
司

3.60 3.60 是 2017-11-27

46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区分公
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福 州市鼓 楼区
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2

4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福州晋安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福州晋安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2

48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厦门吕岭路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厦 门吕岭 路分
公司

15.36 15.36 是 2017-12-12

4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三明易桥翰铭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三明易 桥翰铭 分公
司

16.00 16.00 是 2017-12-12

5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福建晋江第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福建晋 江第一 分公
司

2.80 2.80 是 2017-12-12

5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2

5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20.00 20.00 是 2017-12-12

53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2-13

54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15.20 15.20 是 2017-12-13

55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6.50 6.50 是 2017-11-22

56 长沙神州易桥财务管理有限公
司

长沙神州易桥 财务 管理有 限
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4

5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深圳胜谷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深圳胜谷分公司 16.00 16.00 是 2017-12-14

58 南通易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易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60 1.60 是 2017-12-14

5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50.00 50.00 是 2017-12-15

6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深圳双利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深圳双利分公司 18.80 18.80 是 2017-11-27

6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2-15

6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深圳智慧源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深圳智慧源分公司 28.00 28.00 是 2017-12-15

63 深圳市易桥佰信财税管理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深圳佰信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2-15

64 陕西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陕西神州易桥 企业 管理有 限
公司 3.84 3.84 是 2017-11-28

65 深圳易桥振博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深圳振博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2-16

6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黄山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黄山分公司 1.60 1.60 是 2017-12-18

6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武汉第三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武汉第三分公司 6.50 6.50 是 2017-11-23

68 青岛易办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青岛开山伟业 信息 技术有 限
公司 7.68 7.68 是 2017-12-18

69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昆明第二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昆 明第二 分公
司

3.20 3.20 是 2017-11-27

70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8

71 昆明易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昆明易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8

72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4.64 4.64 是 2017-12-18

73 易桥天运（北京 ）会计服务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北京快马分公司 23.04 23.04 是 2017-12-14

74 昆明易驰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昆明易驰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9

7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北京昌平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北京昌平分公司 7.68 7.68 是 2017-12-19

76 北京易桥绿眼猫财税服务有限
公司

北京易桥绿眼 猫财 税服务 有
限公司 11.52 11.52 是 2017-12-19

7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北京广和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北京广和分公司 7.88 7.88 是 2017-12-15

78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分公
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天 津滨海 新区
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2-19

79 大连易桥益盛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2.32 12.32 是 2017-12-19

80 江门南大弘信税务会计事务所
有限公司

江门南大弘信 税务 会计事 务
所有限公司 2.40 2.40 是 2017-12-19

81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7.68 7.68 是 2017-12-20

8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深圳智航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深圳智航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1-27

8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北京鑫顺易达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北京鑫 顺易达 分公
司

3.84 3.84 是 2017-12-20

84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抚顺鸿丰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抚 顺鸿丰 分公
司

7.68 7.68 是 2017-12-20

85 北京荟和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粘立柱 49.92 49.92 是 2017-12-15

86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19.20 19.20 是 2017-12-20

87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沈阳第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沈 阳第一 分公
司

7.68 7.68 是 2017-12-20

88 常州易桥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常州易桥企业 管理 服务有 限
公司 5.20 5.20 是 2017-12-20

89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长春朝阳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长 春朝阳 分公
司

3.84 3.84 是 2017-12-21

90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长春天正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长 春天正 分公
司

3.84 3.84 是 2017-12-21

9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天津第二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天津第二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21

92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长春春辉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长 春春辉 分公
司

3.84 3.84 是 2017-12-21

93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长春翔裕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长 春翔裕 分公
司

3.84 3.84 是 2017-12-21

94 淄博易桥鲁信财税服务咨询有
限公司

山东鲁信财税 咨询 服务有 限
公司 7.68 7.68 是 2017-12-22

95 淄博易桥鲁信财税服务咨询有
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2-22

96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长春经开分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 企业管 理
咨询有限公司长 春经开 分公
司

3.84 3.84 是 2017-12-22

9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福建第八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福建第八分公司 1.60 1.60 是 2017-12-25

98 烟台君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君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25

9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华中武汉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华中武汉分公司 2.40 2.40 是 2017-12-25

100 大连易桥屈信财税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裴丽娟 3.92 3.92 是 2017-12-25

101 北京易桥旺达财税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北京易桥旺达 财税 咨询服 务
有限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25

10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北京密云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北京密云分公司 23.20 23.20 是 2017-12-22

10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深圳潮鼎盛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 管理服 务
有限公司深圳潮鼎盛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2-28

104 北京神州顺利办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顺利 办文 化有限 公
司 3.84 3.84 是 2017-12-28

105 深圳易桥立万财税顾问有限公
司

深圳易桥立万 财税 顾问有 限
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29

合计 917.88 917.88

注：上述付款方和客户名称不一致的，主要存在客户法人或关联方代为支付的情况。
2、向联营公司销售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付款方

2017 年收入确认时
点 确认依据

销售额 其中 12 月
确认

款项是否
收到

最后收款时
间

1 武汉江城易桥企业服务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江城财税咨询有 限
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0

2 合肥易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易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2

3 郑州金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李会士 4.20 4.20 是 2017-11-24

4 济南弘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济南弘森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
公司德州分公司 2.00 2.00 是 2017-11-27

5 南宁易桥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宁易桥铭文化传播有限 公
司 1.04 1.04 是 2017-11-27

6 济南易金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禹城分公司

济南易金桥企业管理咨询 有
限公司禹城分公司 2.00 2.00 是 2017-11-28

7 四川易桥鑫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易桥鑫财税咨询有限 公
司 4.80 4.80 是 2017-12-14

8 霍尔果斯江城财税咨询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江城财税咨询有 限
公司 20.00 20.00 是 2017-12-15

9 淄博易桥沣鑫财税服务咨询有
限公司

淄博易桥沣鑫财税服务咨 询
有限公司 5.04 5.04 是 2017-12-21

10 昆明神州易林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昆明神州易林企业管理有 限
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8

11 云南易桥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易桥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8

12 昆明易桥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昆明易桥顺利办企业管理 有
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8

13 昆明易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昆明易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7

14 济南易金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禹城分公司

济南易金桥企业管理咨询 有
限公司禹城分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18

15 昆明易群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昆明易群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8

16 昆明超策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昆明超策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9

17 昆明易桥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昆明易桥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3.20 3.20 是 2017-12-19

18 大连易桥百汇财税管理有限公
司

大连易桥百汇财税管理有 限
公司 19.60 19.60 是 2017-12-19

19 鹤壁易桥永信会计服务有限公
司

鹤壁易桥永信会计服务有 限
公司 1.60 1.60 是 2017-12-19

20 天津易桥德众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

天津易桥德众财务咨询有 限
公司 24.00 24.00 是 2017-12-20

21 沈阳忠喜易桥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沈阳忠喜易桥财税服务有 限
公司 7.68 7.68 是 2017-12-21

22 济南易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济南富普商贸有限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22

23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22

24 昆明易发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昆明易发财务管理咨询有 限
公司 16.00 16.00 是 2017-12-29

25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22

合计 158.68 158.68

注：上述付款方和客户名称不一致的，主要存在客户法人或关联方代为支付的情况。
3、外部客户销售的情况

序
号 客户名称 付款方

2017 年收入 确 认 时
点 确认依据

销售额 其中 12 月
确认

款 项 是
否收到

最后收款时
间

1 神州顺利办 （湖北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神州顺利办 （湖北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0

2 河南鸿泰易桥财税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北京国宏英杰国际咨询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6.40 6.40 是 2017-11-21

3 黄无炎 黄无炎 4.00 4.00 是 2017-11-22

4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有限公
司中山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有限公
司中山分公司 1.60 1.60 是 2017-11-27

5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南湖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南湖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7

6 神州顺利办 （厦门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神州顺利办 （厦门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05

7 神州顺利办 （深圳 ）科技有限公
司

神州顺利办 （深圳 ）科技有限公
司 8.00 8.00 是 2017-11-28

8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成都第三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成都第三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1-28

9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墨烯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墨烯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9

10 北京金睿信达财务顾问有限公
司 黄承香 4.00 4.00 是 2017-11-29

11 北京利信万达会计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王国庆 2.00 2.00 是 2017-11-29

12 北京智翔高科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 崔爽 1.00 1.00 是 2017-11-29

13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北京中投世纪分公司 吴新凯 2.00 2.00 是 2017-11-29

14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1-29

15 北京市海淀区科贸大厦运营中
心 卓素真 1.60 1.60 是 2017-11-29

16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桥运营中心 北京易桥亚美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2.60 2.60 是 2017-11-29

17 诸城正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 刘瑛 4.00 4.00 是 2017-11-30

18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成都第六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成都第六分公司 2.00 2.00 是 2017-12-01

19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有限公
司成都第七分公司 郑金钊 2.00 2.00 是 2017-12-01

20 石家庄易慧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易慧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1.20 1.20 是 2017-12-04

21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定州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定州分公司 4.24 4.24 是 2017-12-31

22 神州顺利办 （厦门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神州顺利办 （厦门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05

23 顺利办企业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顺利办企业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40.00 40.00 是 2017-11-23

24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2

25 肖付文 肖付文 3.84 3.84 是 2017-12-12

26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厦门湖里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厦门湖里分公司 4.00 4.00 是 2017-12-13

27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东莞市天诚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东莞市天诚分公司 2.00 2.00 是 2017-11-28

28 山东云顺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云顺新能源有限公司 7.68 7.68 是 2017-12-15

29 北京五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五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18

30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 8.00 8.00 是 2017-12-18

31 嘉世特财务管理 （大连 ）有限公
司

嘉世特财务管理 （大连 ）有限公
司 4.24 4.24 是 2017-12-18

32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19

3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北京西城区分公司 孟东娟 3.84 3.84 是 2017-12-21

34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22

35 济南齐鲁鸿信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济南齐鲁鸿信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22

36 山东芳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芳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22

37 山东舜淼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舜淼商贸有限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22

38 张思思 张思思 3.84 3.84 是 2017-12-23

39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墨烯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墨烯分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25

40 青岛财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青岛财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240.00 240.00 是 2017-12-25

41 北京创赢天下企业顾问有限公
司 李白妮 3.84 3.84 是 2017-12-25

42 王杰 王杰 3.84 3.84 是 2017-12-25

43 北京金睿信达财务顾问有限公
司 黄承香 3.84 3.84 是 2017-12-26

44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大连汉唐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大连汉唐分公司 3.84 3.84 是 2017-12-26

45 镇江市京口区易浩企业运营中
心

镇江市京口区易浩企业运营中
心 40.00 40.00 是 2017-12-28

46 青岛欧米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青岛欧米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24.00 24.00 是 2017-11-07

47 山东德信和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山东德信和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37.60 37.60 是 2017-11-07

48 神州顺利办 （湖北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宜昌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
司 4.00 4.00 是 2017-11-21

49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 1.20 1.20 是 2017-11-30

50 昆明玄泽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易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4.00 24.00 是 2017-12-18
合计 573.12 573.12

注：上述付款方和客户名称不一致的，主要存在客户法人或关联方代为支付的情况。
（二）请说明问诊卡销售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销售款项是否按期收回，是否存在期后退

款情形，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及原因。
回复：
2016 年， 随着公司顾问咨询业务的稳步发展、 各合伙人对非标咨询有更高的迫切要求。

2017 年，公司开发了顾问资询专家问诊平台并提供有偿服务，即问诊卡产品。 该产品聚集“财、
税、法”等多领域的专家和团队、旨在为企业提供线上一站式咨询、纳税筹划方案、税收争议、财
税合规、财税培训等顾问咨询服务，以买卡注册的方式使用。销售对象包括体系内的合伙人、联
营企业及外部客户等。

该项业务的开展与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紧密相关， 与公司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平台研发能力
匹配；交易对象、咨询需求与客户业务相关且吻合，具有合理性和具备商业实质。而后期产品下
线是基于资源利用、业务活跃度等考虑。

通过问题（一）的回复内容，销售款项均已在 2017 年 11 月或 12 月收到，存在后期退款的客
户为 2 户，均为销售给外部的客户：

序号 客户名称

后期退款

退款金额（万元 ） 退款时间 退款原因

22 神州顺利办（厦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 2018 年 7 月 重复打款

25 肖付文 3.84 2018 年 6 月 合作终止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销售问诊卡确认收入依据
①售卡收入确认的依据及时点
《产品销售协议》约定：“问诊卡购买后相关权利义务转移，售出不予退还”及“购买方购买

的系顾问咨询专家问诊平台的会员费，即会员资格，通过购买会员卡获取“顾问咨询专家问诊
平台”密码后，可升级为平台注册会员，会员可在有效期内（即终身享受会员资格）享受“顾问咨
询专家问诊平台”提供的免费服务及其他收费的增值业务”等。

上述产品销售为取得问诊平台会员资格交易，在问诊卡转移至购买方时一次性确认收入。
②各年度问诊卡收入确认情况
2017 年公司累计销售问诊卡 42042 份，销售客户 200 多家，实现销售额 1,681.68 万元，具体

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产品销售 销售额 （含税） 销售数量（份） 单价

合并报表范围内部交易 1,126.40 28,160 0.04

外部交易 555.28 13,882 0.04

合计 1,681.68 42,042

（2）客户在购卡取得会员资格后，可享受“顾问咨询专家问诊平台”提供的免费服务及其他
收费的增值服务， 与公司所从事的经营业务具有较高的关联性， 该项业务相关现金流实际发
生，均在 2017 年度收取，问诊卡销售业务具备商业实质。

（3）执行的核查程序
①我们抽取部分《产品销售协议》分析协议相关条款中权利义务的转移约定，判断确认收

入依据；②抽取部分《客户收卡确认单》核实问诊卡交付签收情况；③检查交易收款情况与账面
记录及银行交易流水进行核对，核实业务款项结算情况；④检查 2018 期后退款情况。

核查意见：①经核查，问诊卡交易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②经核查，问诊卡销售业务具备商业实质；③经核查，期后累计退款 3.84
万元，不存在期后大额退款情形。

三、关于销售费用。《回函》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销售服务费 13,450.52 万元，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17.37%，均为业务拓展相关的佣金。 其中，向你公司内部人士王 *、龙 *、罗 * 支
付佣金 3,277.61 万元、1,609.66 万元、617.87 万元；向外部人员或公司陈 **、浙江自贸区知音广
告传媒服务部、 伍家岗领汇商务信息咨询工作室支付佣金 718.15 万元、499.17 万元、390.94 万
元。

（一）请说明上述人员或公司拓展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带来的客户名称、订单金

额、合同标的等，佣金测算过程，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商业贿赂的情形。 请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自 2017 年公司进入人力资本市场后，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和增加业绩，公司根据客户情况、

产品类型、产品价格、地域不同等，制定并及时调整激励政策，以鼓励相关人员更多的为公司人
力资本业务引流。 同时，获得佣金的多少与为公司创造经营业绩的多少直接相关，而在特定期
间公司也会加大返佣力度，满足条件的推荐人可享受标准返佣加倍政策。 本期销售服务费佣金
的计提也是根据激励规则，按照不同服务类型及比例计算，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佣金计算方式 1：
人力资本业务 = 结算金额（收款金额 - 服务费金额）* 计提比例约 0.2%-7%
佣金计算方式 2：
服务类业务 = 收款金额或服务费金额 * 计提比例约 30%-80%
1、内部人士计提情况
本期公司向内部人士王 * 支付佣金 3,277.61 万元，具体引入客户和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带来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名称 结算金额 计提佣金额 佣 金 计 提
比例 （%）

贵阳经开融创黔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分工宝 26,940.79 422.67 1.57
贵阳瀚翔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16,361.53 225.44 1.38
重庆百康医药有限公司 分工宝 4,744.19 198.97 4.19
贵州贵安新区颢升置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8,322.10 127.56 1.53
江西日月同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分工宝 16,320.00 126.63 0.78
贵阳佳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分工宝 3,787.97 117.88 3.11
华西和骏耀城置业 （泸州）有限公司 分工宝 2,762.58 90.83 3.29
重庆柏炜锦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分工宝 2,525.25 89.47 3.54
贵州融创百川置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5,023.15 80.37 1.6
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司 分工宝 1,837.28 60.44 3.29
惠州市和胜置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1,715.55 56.41 3.29
贵州融创佳承置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3,394.31 52.46 1.55
上海坤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分工宝 1,305.19 52.21 4.00
四川制药制剂有限公司 分工宝 986.26 49.96 5.07
上海琦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分工宝 1,028.79 47.39 4.61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工宝 2,101.08 42.02 2.00
南宁灿琮置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1,257.65 41.35 3.29
成都双流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1,249.36 41.14 3.29
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1,526.38 39.58 2.59
泸州锦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分工宝 1,138.67 37.44 3.29
其他客户（442 家） 65,188.64 1,269.08 1.95
小计-人力资本业务 169,516.72 3,269.30

带来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名称 收 款 金 额/服
务费金额 计提佣金额 佣 金 计 提

比例 （%）

上海画创市场营销策划中心 优税乐 -个人所 得税 无 忧
包 0.45 0.36 80.00

舟山众行纵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1.1 0.88 80.00
舟山源亚瑞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1.1 0.88 80.00
舟山正玖同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1.1 0.88 80.00
舟山众合优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1.1 0.88 80.00
舟山飞帅数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1.1 0.88 80.00
舟山万顺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1.1 0.88 80.00
舟山联丰卓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1.1 0.88 80.00
成都老房子第四城都市花园大酒楼有限公司 老用工宝 0.03 0.01 33.00
成都老房子金沙元年川菜食府有限公司 老用工宝 0.03 0.01 33.00
成都老房子在河之洲大酒楼有限公司 老用工宝 0.96 0.32 33.00
成都老房子水墨红川菜食府有限公司 老用工宝 0.78 0.26 33.00
成都老房子青竹花溪大酒楼有限公司 老用工宝 0.63 0.21 33.00
成都老房子金沙元年毗河川菜食府有限公司 老用工宝 0.48 0.16 33.00
成都老房子华粹餐饮有限公司 老用工宝 1.38 0.46 33.00
通威（成都）三文鱼有限公司高新分公司 老用工宝 0.45 0.36 80.00
小计-服务类业务 12.89 8.31
王 *--佣金合计 169,529.61 3,277.61

本期公司向内部人士龙 * 支付佣金 1,525.29 万元，具体引入客户和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带来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名称 结算金额 计提佣金额 佣金计 提比
例 （%）

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 分工宝 33,730.09 1,032.55 3.06
北京美鲜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宝十万以下 17,052.87 126.66 0.74
青海晶珠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分工宝 5,560.04 90.37 1.63
上海谨务汽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分工宝 4,521.13 18.08 0.40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分工宝 1,061.28 17.36 1.64
高碑店市铁岩钢板桩有限公司 分工宝 1,433.36 13.03 0.91
北京华光浩阳科技有限公司 分工宝 574.30 12.85 2.24
北京力信德华科技有限公司 分工宝 790.74 11.65 1.47
舟山鼎博科技有限公司 分工宝 442.68 10.62 2.40
北京千美奇智广告有限公司 分工宝 239.88 9.60 4.00
斯柏图 (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分工宝 213.50 8.81 4.13
辽宁垠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工宝 404.42 8.27 2.05
北京博纳智通广告有限公司 分工宝 409.00 7.34 1.79
路德吊索具(北京)有限公司 分工宝 233.48 5.60 2.40
北京航天金羊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分工宝 339.45 5.43 1.60
河北新发地嘉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分工宝 580.80 5.29 0.91
北京顺谊科贸有限公司 分工宝 127.92 5.01 3.92
其他客户（66 家） 分工宝等 7,105.10 66.11 0.93
小计-人力资本业务 74,820.04 1,454.63

带来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名称 收款金 额/服 务
费金额 计提佣金额 佣金计 提比

例 （%）

北京市上品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老用工宝 6.27 5.02 80.00
上海秉若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5.85 4.68 80.00
上海秋通文化发展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5.85 4.68 80.00
上海首和工程咨询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5.82 4.65 80.00
上海康珩医疗技术服务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5.56 4.33 77.84
舟山信思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5.07 4.06 80.00
舟山鼎博科技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5.05 4.04 80.00
上海廷通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4.71 3.77 80.00
喀什盛纳科技有限公司 优税乐-全无忧 4.10 3.28 80.00
其他客户（36 家）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等 71.89 32.15 44.72
小计-服务类业务 120.17 70.66
龙 *--佣金合计 74,940.21 1,525.29

注：本次复函与首次问询回复差额 84.37 万元，为龙 * 与前 20 大以外的其他支付对象在客
户确权上存在串户，应调减龙 *84.37 万元；但不影响本期销售服务费总额。

本期公司向内部人士罗 * 支付佣金 617.87 万元，具体引入客户和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带来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名称 结算金额 计 提 佣 金
额

佣金计提比
例 （%）

武汉七种美味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宝-食享会 24,834.86 158.35 0.64
深圳普盛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分工宝 5,328.72 87.93 1.65
北京普盛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分工宝 3,502.87 53.70 1.53
优客（北京）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分工宝 2,217.62 46.20 2.08
天津云播科技有限公司 分工宝 1,617.45 36.33 2.25
福建圣农食品有限公司 分工宝 1,565.03 22.57 1.44
浙江微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分工宝 1,300.75 20.86 1.60
上海高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分工宝 863.64 20.73 2.40
优客(北京)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分工宝 552.77 20.34 3.68
启丰食品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 分工宝 662.37 14.57 2.20
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分工宝 488.64 13.45 2.75
常熟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分工宝 2,944.93 12.18 0.41
广元天立国际学校 分工宝 192.85 6.34 3.29
宜宾市翠屏区天立学校 分工宝 177.95 5.85 3.29
义乌微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分工宝 1,208.57 5.14 0.43
其他客户（49 家） 分工宝等 4,655.56 58.89 1.26
小计-人力资本业务 52,114.58 583.43

带来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名称 收 款 金 额/服 务
费金额

计 提 佣 金
额

佣金计提比
例 （%）

上海栎楚信息科技服务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15.64 12.51 80.00
上海庆综信息科技服务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11.71 9.37 80.00
舟山怡琳贸易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4.73 3.24 68.51
上海庆综信息服务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2.57 2.05 80.00
浙江自贸区金穗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2.20 1.76 80.00
其他客户（49 家） 8.20 5.50 67.06
小计-服务类业务 45.04 34.43
罗 *--佣金合计 52,159.62 617.86

2、外部人员或公司计提情况
本期公司向外部人员陈 * 支付佣金 718.15 万元，具体引入客户和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带来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名称 结算金额 计 提 佣
金额

佣金计提比
例 （%）

贵州摩码当代节能置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4,828.69 126.76 2.63

北京真学真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分工宝 1,396.51 23.51 1.68

北京万维广通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分工宝 1,132.53 22.07 1.95

北京国泰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劳务宝 538.74 16.74 3.11

北京锦带桥楼宇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分工宝 627.85 9.65 1.54

苏州当代原绿置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228.92 8.18 3.57

北京网景盛世技术开发中心 分工宝 352.72 8.05 2.28

北京田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分工宝 272.73 7.85 2.88

黔西南州原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分工宝 300.28 6.91 2.30

江西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分工宝 200.26 6.53 3.26

大华国际项目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分工宝 178.47 6.43 3.60

北京那镁克科技有限公司 分工宝 277.92 6.20 2.23

北京中睿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分工宝 256.56 5.89 2.30

湖南当代高科置业有限公司 分工宝 165.97 5.48 3.30

北京丽之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分工宝 177.35 5.17 2.91

其他客户（106 家） 分工宝等 6,405.51 150.07 2.34

小计-人力资本业务 17,341.01 415.48

带来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名称 收款金额/服务
费金额

计 提 佣
金额

佣金计提比
例 （%）

浙江自贸区妙果妇幼用品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21.28 17.02 80.00

上海屹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14.13 11.31 80.00

上海瑞努医疗科技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12.43 9.95 80.00

上海轶川营销管理咨询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11.71 9.36 80.00

浙江自贸区倍舒特科技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10.77 8.61 80.00

上海怡泽商务咨询事务所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10.25 8.20 80.00

上海春歆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9.60 7.68 80.00

上海致稻市场营销策划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9.53 7.62 80.00

上海钧如商务咨询事务所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9.48 7.58 80.00

燕平（上海）文化发展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9.40 7.52 80.00

上海荏欣技术咨询事务所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8.96 7.17 80.00

舟山霓戈管理咨询工作室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华
东） 8.10 6.48 80.00

上海璋良建筑工程咨询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8.02 6.42 80.00

上海厚源信息科技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8.39 6.25 74.51

浙江自贸区暖暖科技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7.15 5.72 80.00

上海重果信息科技服务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7.01 5.60 80.00

上海驰偌信息科技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6.72 5.38 80.00

上海锦柠艺术设计中心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7.15 5.26 73.56

其他客户（95 家）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等 219.77 159.53 72.59

小计-服务类业务 399.84 302.67

佣金合计 17,740.85 718.15

本期公司向外部单位浙江自贸区知音广告传媒服务部支付佣金 499.17 万元， 具体引入客
户和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带来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名称 收 款 金 额/服
务费金额

计提佣金
额

佣金计 提
比例 （%）

江苏万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舟山分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614.51 491.61 80.00
舟山亿兴广告传媒工作室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华东） 5.02 4.01 80.00
舟山春禾慧积策划咨询服务部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华东） 3.17 2.54 80.00
浙江自贸区匠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优税乐-增值税无忧包 0.74 0.59 80.00
浙江自贸区京津冀广告传媒工作室 优税乐-个人所得税无忧包 （华东） 0.52 0.42 80.00
佣金合计 623.96 499.17

本期公司向外部单位伍家岗领汇商务信息咨询工作室支付佣金 390.94 万元， 具体引入客
户和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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