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8-1-1 

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一、请发行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

——科创板公司招股说明书》在招股说明书中进一步补充披露经销商的管理情

况。请保荐机构就经销商进一步说明核查方式，明确统计口径，分析核查比例，

确认最终销售核查的有效性。 

回复： 

（一）请发行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科创板公司招股说明书》在招股说明书中进一步补充披露经销商的管理

情况 

1、公司经销商构成情况 

公司的经销商包括认证经销商及非认证经销商，认证经销商是指与公司签

署经销商认证协议，由公司按照经销商管理制度进行统一管理的经销商；非认

证经销商是指未与公司签订经销商认证协议，但是与公司之间有交易的经销商。 

发行人的认证经销商分为商业渠道和行业渠道两大体系，商业渠道体系包

括商业总代、商业二级代理，行业渠道体系由行业代理构成。 

体系 类别 具体情况 

行业渠道

经销体系 
行业代理 

针对战略性客户和重要客户，公司通常按照省级区域寻找在政

府、金融、电信运营商、能源电力、教育、医疗等重点行业具

备突出优势的系统集成商作为行业渠道经销商，并要求其具备

充分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综合实力，公司与经销商共同进行上

述客户的深度开发与服务。 

行业渠道经销商可以直接参与最终用户的招标采购。在项目中

标或者与下游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经销商需先行向公司采购

相关产品，然后再销售或交付给最终用户，过程中公司配合开

展产品安装、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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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类别 具体情况 

 

 

 

 

 

 

 

 

 

 

 

 

商业渠道

经销体系 

商业总代 

公司通常以省级区域为单位，在区县级政府、学校、企业市场

选择具备突出市场开发能力的经销商发展为商业总代，各区域

的商业总代的销售范围重点以区县级府、学校、企业市场为主，

商业总代承担所负责销售区域内公司产品的销售任务及发展

商业二级代理商的任务。对于商业总代，公司要求其具备充分

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综合实力，可以提供通用化标准产品的售

前、售中、售后的技术支持。 

商业二级代理 

公司和商业总代共同选择具备突出销售能力的经销商发展为

商业二级代理，公司要求商业二级代理具备充分的销售和售后

服务等综合实力，可以提供通用化标准产品的售前、售中、售

后的技术支持。 

商业二级代理主要通过商业总代向公司下单采购相关产品。 

2、公司对认证经销商的管理 

公司通过与认证经销商签订框架性合作协议的方式确定合作关系。上述协

议对认证经销商类别、经销区域和行业、合作期限、授权产品、供货价格、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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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要求、购销计划、结算付款、项目管理、销售支持和技术服务等内容进行了

明确约定。 

公司与认证经销商签订合作协议后，认证经销商需配置相应数量的在职人

员并参加公司组织的培训。公司会对认证经销商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市场销售、

技术、项目实施等方面的培训与指导，并不定期组织集中培训，保障最终用户

获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根据公司制定的渠道政策，行业代理、商业总代可直接向公司下单进行采

购，商业二级代理一般情况下不与公司直接发生交易，主要通过商业总代向公

司进行采购。 

上述楷体加粗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一、发行

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服务的基本情况”之“（五）发行人主要经营模式”之”

5、销售模式”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请保荐机构就经销商进一步说明核查方式，明确统计口径，分析核

查比例，确认最终销售核查的有效性 

1、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数量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认证经销商数量 388 91 - 

非认证经销商数量 758 813 668 

合计 1,146 904 668 

根据公司制定的渠道政策，行业代理、商业总代可直接向公司下单进行采购，

商业二级代理一般情况下不与公司直接发生交易，主要通过商业总代向公司进行

采购。 

剔除认证经销商中的商业二级代理之后，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数量变动情况

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认证经销商数量（行业代理+商业

总代） 
169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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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行业代理 139 42 - 

商业总代 30 28 - 

非认证经销商数量 758 813 668 

合计 927 883 668 

2、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通过外部证据核查、访谈两种方式对公司认证、非

认证经销商进行了核查。 

（1）外部证据核查情况 

2016-2018 年，通过外部证据核查涉及的具体经销商数量分别是 580 家、832

家（其中认证经销商 64 家）、771 家（其中认证经销商 150 家），具体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外部证据类型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销售占

比 
金额 

销售占

比 
金额 销售占比 

1 
最终用户验收报告或项

目验收报告 
18,339.28 50.34% 20,469.35 86.22% 14,204.01 85.64% 

2 经销商与最终客户合同 2,713.76 7.45% 7.62 0.03% - - 

3 
在最终客户处中标通知

书/成交通知书 
220.29 0.60% - - - - 

4 经销商销售台账等 5,898.69 16.19% 1,069.21 4.50% 113.67 0.69% 

 核查金额小计 27,172.02 74.59% 21,546.19 90.76% 14,317.69 86.32% 

 渠道总销售收入 36,428.13 - 23,741.02 - 16,586.20  

 涉及核查的经销商数量 771 - 832 - 580 - 

 其中：认证经销商数量 150  64  0  

注：如同一家经销商即取得了验收报告又取得了最终客户合同，则统计经销商数量和金额时

该重复情形仅统计一次。上表所列的外部证据核查所涉及的经销商总数和金额已剔除不同证

据下的重复部分。 

（2）访谈程序核查情况 

为了对上述外部证据所核查的交易进一步确认其真实性，同时扩大对发行人

经销商最终销售金额的核查覆盖范围，除了采取上述外部证据核查手段外，保荐

机构、发行人会计师通过实地走访、现场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等方式对公司 128

家经销商进行访谈（128 家经销商中有 64 家认证经销商），中介机构对 128 家经

销商在报告期内的全部交易进行了核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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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访谈程序确认期末除存在少量的库存外，均已实现对外销售，2016-2018

年度销售收入访谈比例分别为 37.77%、46.92%、59.29%。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访谈类别 访谈家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销售占比 金额 销售占比 金额 销售占比 

实地走访 69 11,180.40 30.69% 9,101.23 38.34% 5,693.78 34.33% 

现场问卷调查 13 2,231.84 6.13% 249.66 1.05% 102.97 0.62% 

电话访谈 46 8,186.52 22.47% 1,787.34 7.53% 467.39 2.82% 

小计 128 21,598.76 59.29% 11,138.23 46.92% 6,264.14 37.77% 

渠道模式收入  36,428.13  23,741.02  16,586.20  

（3）通过外部证据、走访等程序核查后，总体核查情况（剔除两种程序下

的重复家数及金额） 

对于渠道销售的最终实现情况，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在取得外部证据的

基础上又通过访谈等方式进行了核查，以扩大核查范围和相互印证，因此存在对

同一家经销商即进行了访谈又取得终验报告或合同的重复情形。①经销商访谈方

面，保荐机构、会计师以经销商为核查单位，采用了实地走访、现场问卷调查、

电话访谈三种方式共计访谈了 128 家交易金额较大的经销商，就报告期内发行人

与该经销商相关的所有销售交易进行了核查；②外部书面证据核查方面，保荐机

构、发行人会计师以渠道模式下每笔具体交易为核查起点，该核查模式下涉及每

家经销商的部分交易。 

2016-2018 年，通过外部证据核查和访谈两种方式均进行核查所涉的经销商

家数分别为 127 家、126 家、123 家。 

两种核查方式下的统计情况举例说明：如外部证据只取得一家经销商的一份

终验报告金额，则统计经销商核查数量为 1，金额为对应的合同金额；如中介机

构通过访谈方式又核查了上述经销商，则新增核查的经销商数量为 0，但核查金

额增加数为当年该经销商全部销售金额剔除上述已经取得的终验报告金额。 

通过外部核查和经销商访谈方式所核查的总收入规模及涉及的总经销商数

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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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家数 金额 家数 金额 家数 

外部证据核查 27,172.02 771 21,546.19 832 14,317.69 580 

经销商访谈等方式核查 21,598.76 128 11,138.23 128 6,264.14 128 

剔除重复金额和重复经

销商数量后的核查销售

金额及经销商数量 

33,120.59 776 22,693.78 834 15,130.85 581 

渠道总销售收入和总经

销商数量 
36,428.13 1,146 23,741.02 904 16,586.20 668 

销售金额核查比例和经

销商家数核查比例 
90.92% 67.71% 95.59% 92.26%- 91.23% 86.98%- 

注：2017 年核查的经销商中认证经销商有 65 家。2018 年核查的经销商中认证经销商有 151

家。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中介机构实施的最终销售核查程序具有有效性，核查

比例与实际情况一致。 

 

二、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各方股东解除《阿里创投股东协议》

特殊权益条款的时点。 

回复： 

2019 年 1 月 15 日各方股东与安恒信息签署《终止协议》，根据《终止协议》

的约定，《阿里创投股东协议》特殊权益条款自 2019 年 1 月 15 日起予以解除。

同时，各方股东均已申明，确认自原《股东协议》生效之日起，已放弃相关特

殊权益。 

上述楷体加粗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五、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之“（四）公司与股东之间的特殊权益安排

及解除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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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

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余  姣  李  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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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

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董事长：   

 杨德红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