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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 

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19〕1-37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由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

521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奉悉。我们已对意见落实函所提及的北京宝兰德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兰德公司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

报如下。 

一、请发行人结合截至 2019 年 8 月末获得中国移动订单的情况，进一步说

明对中国移动的销售收入是否存在大幅下滑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意见落实函第二条） 

（一） 宝兰德公司截至 2019 年 8月末对中国移动订单情况 

1. 宝兰德公司截至 2019年 8月末对中国移动订单的总体情况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公司对于中国移动的订单情况与 2018 年同期的比

较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类型 2019年 8月 31日 2018年 8月 31日 

中国移动产品订单 2,306.43 2,164.10 

中国移动技术服务订单 7,574.31 5,743.54 

中国移动订单合计 9,880.74 7,907.64 

注：截至 2019年 8月 31日，宝兰德公司对中国移动订单包括已签署协议的

在手订单及中国移动因内部合同订单管理系统升级尚在履行订单签署流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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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其中：已签署协议的在手产品销售订单金额为 696.46 万元，已在履行订

单签订流程的软件产品订单金额为 1,609.97 万元；已签署协议的在手技术服务

订单金额为 5,931.98 万元，已在履行订单签订流程的技术服务订单金额为

1,642.33万元； 

由上表可见，截至 2019 年 8 月末，宝兰德公司产品订单及技术服务订单金

额较 2018年同期均有所增长。 

2. 截至 2019年 8月 31日，公司对中国移动订单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1) 软件产品订单  

订单类型 订单名称 签订对象 订单金额（万元） 

在手订单（已

签订协议） 

CRM 系统二期扩容中间件采购 甘肃移动 163.74 

业务支撑基础平台扩容工程中间件

采购 
江西移动 150.67 

私有云网管资源池五期中间件采购 甘肃移动 109.16 

资源池第三方软件购置项目中间件

采购 
青海移动 65.49 

能力开放平台扩容工程中间件软件

采购 
内蒙古移动 54.58 

携号转网改造工程中间件软件采购 内蒙古移动 54.58 

集中化 BOSS-CRM 全网中心（广州节

点）渠道中心扩容项目中间件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54.58 

BOSS 系统扩容工程中间件软件采购 内蒙古移动 43.66 

小  计 696.46 

正在履行订单

签订流程的软

件产品订单 

集中化大数据对外服务平台一期项

目中间件采购 
中移信息 272.90 

业务支撑系统扩容工程中间件采购 广西移动 261.98 

DOCS 容器平台扩容项目中间件采购 辽宁移动 210.00 

ERP 系统二期扩容工程中间件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196.48 

IT 私有云平台扩容建设二期工程中

间件采购 
上海移动 174.65 

三代 CRM 二期扩容工程应用集中管

控运维套件软件产品采购 
甘肃移动 158.20 

私有云资源池项目中间件采购 湖南移动 136.45 

BES 中间件扩容采购 辽宁移动 120.00 

业务支撑资源扩容工程中间件采购 新疆移动 54.58 

2019 年 BES中间件采购 吉林移动 24.73 

小  计 1,609.97 

合  计 2,306.43 

注：以上统计数据包含通过经销商向中国移动销售的情况。 

(2) 技术服务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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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类型 订单名称 签订对象 
订单金额 

（万元） 

在手订单（已

签订协议） 

宝兰德中间件维护服务集中采购（第

一批） 

中移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667.20 

宝兰德交易中间件和应用服务器中

间件软件维保服务采购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 
500.76 

宝兰德原厂维保服务 内蒙古移动 463.32 

北京移动 2018-2019年宝兰德软件维

保服务采购 
北京移动 454.00 

中间件维保和驻场高级技术服务 上海移动 413.63 

BES 中间件维保服务集中采购（信息

技术中心） 
江苏移动 394.74 

IT 软件维保服务采购 辽宁移动 379.92 

宝兰德中间件（广州）维保服务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315.00 

IT 软件维保（BES 软件）采购 贵州移动 307.38 

管理信息系统运营性支撑服务 江苏移动 269.67 

信息技术中心 2019 年第三代业务支

撑系统应用软件运维巡检服务 
江苏移动 233.89 

BES 软件维保技术服务 江西移动 230.00 

中间件维护服务项目（第一批次） 
中移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186.00 

BES Webgate维保服务采购（信息技

术中心） 
江苏移动 175.00 

BES 中间件基本维保服务采购合同 湖南移动 174.96 

支撑网 BES维保服务采购 广西移动 158.94 

业务支撑 BES 中间件维保服务 青海移动 90.00 

业务支撑系统 BES 中间件维保服务 甘肃移动 90.00 

宝兰德软件维保服务采购 吉林移动 68.69 

中间件软件维保服务采购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

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55.08 

业务支撑中心软件原厂维保服务集

中采购 
新疆移动 51.96 

合同金额小于 50 万元的技术服务合同小计 251.84 

小  计 5,931.98 

正在履行订单

签订流程的技

术服务订单 

中间件软件维保服务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673.92 

网络部中间件软件维保服务采购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 
500.76 

中间件软件维保服务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南方基地） 
437.10 

WebGate 维保服务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南方基地） 
30.55 

小  计 1,642.33 

合  计 7,5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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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宝兰德公司对中国移动 2019年销售收入预期情况 

1. 宝兰德公司 2019年对中国移动技术服务收入预期继续增长 

截至 2019年 8月 31日，宝兰德公司与中国移动已签署协议的在手订单及尚

在履行签署流程的订单提供的主要为标准服务。标准服务收入根据收益期限摊销

确认。宝兰德公司 2019年 1-8月已确认技术服务收入 3,591.87 万元，经测算，

在手订单在 2019 年 9-12 月应确认收入 1,398.00 万元，尚在履行签署流程的订

单预计应确认收入约 387.97万元左右，2019年度经测算的宝兰德公司对中国移

动确认的技术服务收入合计不低于 5,377.84万元左右；2018年宝兰德公司全年

对中国移动技术服务收入 5,136.34 万元，在不考虑未来新签订单的情况下，宝

兰德公司 2019年对中国移动的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增长。 

2. 宝兰德产品收入对中国移动软件产品订单情况良好 

2019年 1-8月，宝兰德公司对中国移动软件产品销售收入为 1,126.85万元

与 2018年 1-8月实现的收入 1,139.71 万元基本持平。 

截至 2019年 8月末，宝兰德公司对中国移动产品订单合计金额 2,306.43万

元，2018年同期对中国移动产品订单的合计金额为 2,164.10万元，宝兰德公司

对中国移动产品订单情况良好，预计 2019 年宝兰德公司对中国移动软件产品的

销售收入不存在大幅下滑的情况。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截至 2019 年 8 月末的对中国移动的在手订单情况、与

中国移动订单的谈判情况，以及公司截至目前的收入确认情况，公司对中国移动

的销售收入不存在大幅下滑的情况。 

（三） 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我们查阅了公司截至 2019年 8月 31日以及 2018年 8月 31 日的订单情况，

对于已签署协议的订单，我们查阅合同原件、核对合同台账，同时对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及销售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合同的签署情况，确认合同的真实性；对于正

在履行订单签订流程的软件产品订单，我们对相关订单的客户进行了实地访谈，

向其项目负责人了解订单金额、项目情况、所处谈判阶段、订单签订流程审批阶

段等，确认相关订单的真实审批情况，取得了宝兰德公司相关业务人员与客户之

间业务谈判邮件往来记录、客户内部相关合同签订流程文件及部分客户出具的说

明，确认相关订单审批流程及进行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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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类型 订单名称 签订对象 
订单金额 

（万元） 
核查方式 

正软件产

品订单 

集中化大数据对外服务平

台一期项目中间件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272.90  

访谈客户进行

书面确认 

DCOS 容器平台扩容项目中

间件采购 
辽宁移动 210.00  

取得业务谈判

相关邮件往来

记录、访谈客户

进行书面确认 

ERP系统二期扩容工程中间

件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96.48  

BES 中间件扩容采购 辽宁移动 120.00  访谈客户确认 

业务支撑资源扩容工程中

间件采购 
新疆移动 54.58  

访谈客户进行

书面确认、确认

客户内部流程

审批情况 

2019 年 BES中间件采购 吉林移动 24.73  

取得业务谈判

相关邮件往来

记录、访谈客户

进行书面确认 

IT 私有云平台扩容建设二

期工程中间件采购 
上海移动 174.65  

访谈客户进行

书面确认、取得

客户说明确认

文件 

业务支撑系统扩容工程中

间件采购 
广西移动 261.98  

取得客户说明

确认文件 私有云资源池项目中间件

采购 
湖南移动 136.45  

三代 CRM 二期扩容工程应

用集中管控运维套件软件

产品采购 

甘肃移动 158.20 

访谈客户进行

书面确认、获取

采购通知书、确

认客户内部流

程审批情况 

合计 1,609.97 - 

订单类型 订单名称 签订对象 
订单金额 

（万元） 
核查方式 

技术服务

订单 

中间件软件维保服务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673.92 

访谈客户进行

书面确认 

网络部中间件软件维保服

务采购 

中国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 
500.76 

访谈客户进行

书面确认 

中间件软件维保服务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南方

基地） 

437.10 
访谈客户进行

书面确认 

WebGate 维保服务采购 

中移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南方

基地） 

30.55 
访谈客户进行

书面确认 

合计 1,642.33 -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中国移动的销售收入不存在大幅下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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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发行人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一步论证收入确认政策

变更是否属于会计差错更正。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意见落实函第五条） 

(一) 收入确认政策变更的原因 

公司前次进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报过程中，该类收入确

认政策受到证监会多次关注。前次创业板申报被证监会否决后，公司针对收入确

认政策进行了认真分析，对公司业务情况进行了梳理，并结合业务运作实质、会

计信息外部证据的可取得性等因素，对该类收入确认政策进行了变更，具体原因

如下： 

1. 变更后的收入确认方法更符合软件销售业务特点 

对于需要安装的软件产品，销售过程通常需要经过软件交付、安装试运行或

终验等阶段，虽然从与经销商签订的软件销售合同约定的条款来看，软件交付并

经经销商客户验收后，与商品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但从业务过程来看，

最终客户的安装调试一般由公司完成，因此在软件试运行结束，最终客户出具试

运行稳定报告或终验报告后作为风险与报酬转移时点确认收入，更符合业务实质

且更谨慎。 

2. 变更后的收入确认方法符合软件行业近期做法 

2018 年，公司软件产品销售业务不断发展，软件产品销售收入不断增长，

公司根据软件产品销售业务的特点，并参考近期上市的软件行业上市公司的收入

确认方法（如：2018 年上市的宇信科技、彩讯股份均以安装验收作为收入确认

时点），认为以试运行结束，最终客户出具试运行稳定报告或终验报告作为收入

确认时点更为稳健并符合行业近期做法。 

3. 变更后的收入确认方法能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可靠 

以最终客户的验收报告作为收入确认外部证据更具可靠性，变更后的收入确

认方法更为谨慎，更符合公司业务实质并符合行业内通行做法。 

(二) 科创板首次申报时，公司认定该类收入确认政策变更为会计政策变更

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

四条规定“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每一会计期间和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

得随意变更。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变更会计政策：（一）法律、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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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或者国际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

相关的会计信息。”  

公司认定该类收入确认政策变更为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原因系变更前宝兰德

公司对经销客户的收入确认政策符合合同条款的约定，根据宝兰德公司与经销商

客户签订的软件销售合同对风险转移及付款条款的约定，宝兰德公司在交付相应

产品后，合同项下货物损毁、灭失的风险由经销商客户承担。根据具有法律效力

的合同条款内容，宝兰德公司可以认可商品所有权上主要风险报酬的转移时点是

到货并经过经销商客户签收确认。 

但考虑到宝兰德公司实质承担了经销模式下销售软件的安装调试及试运行

或终验义务，同时随着宝兰德公司软件销售业务的不断发展，为了更好地体现软

件销售业务的商业实质，提供更加可靠、相关的财务信息及更有利于报表使用者

对财务数据的理解，将原以经销商客户签收确认作为风险与报酬转移时点变更为

以软件试运行或终验结束，最终客户出具试运行稳定报告或终验报告作为风险与

报酬转移时点确认收入。公司本次收入确认政策变更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软件销售

业务的商业实质，提供更加、可靠相关的财务信息及更有利于报表使用者对财务

数据的理解，符合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的规

定，故在科创板首次申报时认定本次收入确认政策变更属会计政策变更。 

(三) 本次回复公司将该收入确认政策变更重新认定为会计差错更正 

在企业会计准则、企业经营环境、内部控制、经营模式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

前提下，由于在经销模式下公司对最终客户的安装调试及试运行或终验义务始终

存在，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经审慎分析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重

新将本次收入确认时点变更认定为会计差错更正。 

 (四) 公司本次认定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重大影响 

1.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未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元 

影响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2017年

度 

2016年 12 月 31日/2016年

度 

资产类项目： 

应收账款 -1,345,200.00 -1,505,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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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262,564.12 -- 

递延所得税资产 -6,240.00 -11,883.75 

负债及权益类项目： 

预收款项 324,000.00 754,500.00 

应交税费 -388,956.10 -674,391.64 

盈余公积 -56,415.70 -159,726.71 

未分配利润 -967,504.08 -1,437,540.40 

损益类项目： 

营业收入 511,965.86 -515,010.17 

营业成本 -262,564.12 186,327.36 

税金及附加 10,444.10 -10,506.20 

资产减值损失 8,425.00 -5,471.09 

所得税费用 182,313.55 -102,804.04 

净利润 573,347.33 -582,556.20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净利润、净资产等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调整金额（元） 调整比例 

2017年 12月 31日/2017年度 

总资产 -1,088,875.88 -0.78% 

净资产 -1,023,919.78 -0.81% 

净利润 573,347.33 1.66% 

2016年 12月 31日/2016年度 

总资产 -1,517,158.75 -1.35% 

净资产 -1,597,267.11 -1.57% 

净利润 -582,556.20 -1.59% 

2. 与本次会计差错相关的财务数据更正在公司本次申报前即已完成 

本次首发材料申报前宝兰德公司对经销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政策进行了变更，

即 2018年 1月 1日起，公司经销模式下的收入确认采用与直销模式相同的原则，

同时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对 2016年、2017年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所以，本

次收入确认政策变更认定为会计差错更正，不需要重述本次首发申报财务报表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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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宝兰德公司净利润、净资产影响较小，宝兰德公司

不存在会计基础薄弱、内控不完善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第十六条规定

“首发材料申报后，如公司同一会计年度内因会计基础薄弱、内控不完善、必要

的原始资料无法取得、审计疏漏等原因，除特殊会计判断事项外，导致会计差错

更正累积净利润影响数达到当年净利润的 20%以上（如为中期报表差错更正则以

上一年度净利润为比较基准）或净资产影响数达到当年（期）末净资产的 20%以

上，以及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以及因恶意隐瞒或舞弊行为导致重大会计差

错更正的，应视为公司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内控方面不符合发行条件。”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经营成果造成的影响较小，收入确认政策变更后

2016 年度、2017 年度净利润影响数为-582,556.20 元、573,347.33 元，占当年

净利润的-1.59%、1.66%，净资产影响数为-1,597,267.11元、-1,023,919.78 元，

占当年净资产的-1.57%、-0.81%。 

而公司在此次首发材料申报前即对收入确认政策进行了调整，并作为会计政

策变更对 2016、2017 年度进行了追溯调整，本次将收入确认政策重新认定为会

计差错更正后，对公司现有财务数据不产生影响。更正后的收入确认政策更加符

合业务特点及谨慎性原则，财务信息更可靠、更相关，公司不存在会计基础薄弱

或内控缺失的情况。 

 (五) 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1. 核查过程 

(1) 查阅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相关条款； 

(2) 对宝兰德公司销售人员、经销商客户及最终客户进行访谈，了解软件销

售业务流程、内部控制措施、各方在软件销售合同执行过程中实质享受的权利及

承担的义务； 

(3) 重新计算因收入确认政策变更对宝兰德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

响； 

(4) 查阅了宝兰德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变更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2. 核查意见 

经核查，宝兰德公司本次收入确认政策变更属会计差错更正，该会计差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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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对公司经营成果未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不存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内控方

面薄弱的情况。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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