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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 

的书面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下发的《关于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岸环境”）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主办券商，已会同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及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反馈意见所提出的问题

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出具如下回复。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反馈意见回复中的简称或名称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

中的保持一致。 

二、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反馈意见所列示问题 

宋体：对反馈意见所列示问题的回复、说明及核查意见 

楷体（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或其他申报文件进行修改、补充披露、更

新的内容 

三、本反馈意见回复中的财务数据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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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会计师就推荐挂牌业务审计中是否存在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涉及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持续经营、收入确认、关联方认定及其交易、

货币资金、费用确认和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财务报表披露等九方面问题

以及规范措施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审计项目质量控制方面 

1）业务承接方面： 

主办券商控制流程：对于新三板挂牌业务，主办券商均将其归类于 A 类业

务，即作为高风险项目进行管理。在业务承接前，主办券商会派出经验较为丰富

的项目组成员对拟挂牌公司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对企业基本情况、

历史沿革、所处行业、主要业务模式、主要财务数据分析、内部控制情况、管理

层诚信情况等进行分析评估，在充分评估总体风险后申请立项，以确定是否承接

该业务。 

项目实施情况：在对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岸环境”）

新三板挂牌项目立项时，我们以 A 类项目进行立项管理。与左岸环境财务顾问

合同签订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8 日，项目组尽职调查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2016 年 5 月 31 日，由项目负责人带队，对左岸环境基本情况、历史沿革、所

处行业、主要业务模式、主要财务数据分析、内部控制情况、管理层诚信情况等

进行分析评估，并形成尽职调查报告，经内部充分讨论后，确定承接此项目，并

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与左岸环境签订财务顾问合同。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左岸环境项目承接符合主办券商内部管理规定，同时

也已充分关注《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的相关提示。 

2）前后任注册会计师沟通方面 

主办券商控制流程：对于新三板挂牌业务，若存在更换会计师的项目，应当

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充分沟通，同时提请左岸环境以书面方式同意前任注册会

计师对其询问作出充分答复。沟通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前任注册会计师是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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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存在正直和诚信方面的问题；与管理层是否存在重大会计、

审计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否存在管理层舞弊、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值得关注的

内部控制缺陷以及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在获取前任注册会计师的答复后，

需对相关信息进行评价，并根据答复情况考虑是否接受委托。 

项目实施情况：左岸环境在新三板挂牌过程中并未变更会计师，因此该控制

不适用本项目。 

3）质量控制复核方面 

主办券商控制流程：对于新三板挂牌业务，质量控制统一执行 A 类业务流

程，即在项目全面进场前，由项目组召开项目启动会，项目启动会由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参与，在项目启动会上，需对挂牌公司所处行业、业务模式、初步识

别的风险点及应对措施等进行讨论；项目组全面进场，在完成申报材料及项目底

稿后，由质控人员到现场进行全面核查以及对公司管理层访谈，现场核查完成后，

质控人员向项目组反馈质检报告，由项目组限期整改，项目组整改完成后提交内

核委员审核，内核委员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15 日内以邮件的形式向项目组发送反

馈意见，项目组逐一回复内核委员问题后方可提交内核会对拟挂牌企业进行表决，

拟挂牌企业获得内核委员全票通过方可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挂牌。 

项目实施情况：左岸环境在新三板尽职调查过程中，项目组严格执行以上质

量控制复核流程。 

主办券商认为，在左岸环境新三板尽职调查过程中，已充分关注《会计监管

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所提示的内容。 

（2）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11 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

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实施询问、分析等风

险评估程序，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从而为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

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提供基础。 

尽职调查过程中，主办券商通过询问、检查、分析等风险评估程序，分别从

以下几方面对左岸环境及其环境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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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状况、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以及其他外部因素 

行业状况：左岸环境所处行业为市政环卫服务行业，市政环卫是城市发展运

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且目前中国各地发展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行业发展

势头良好且需求增长较快； 

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左岸环境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等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并无特殊行业法律监管，也无行业特定惯例等。 

其他外部因素：近两年宏观经济整体不太景气，但公司业务主要为市政环卫，

客户主要为市政环卫相关部门，目前，国家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环卫服务

关系国家民生工程，短期内不会对环卫领域削减预算，公司业务受宏观经济波及

的可能性较小。 

2）被审计单位的性质 

单位性质： 

左岸环境为私营企业，股权结构比较简单，股东为罗玉林、罗小东、艾万春、

杨光、重庆乐峰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源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罗玉林。 

公司治理： 

有限公司时期，公司未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股份公司成立后，根据《公

司法》的规定，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监

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了符合法律法规、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 

3）被审计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申报期内，公司除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规定，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对税费处理政策进行变更外，未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进行变更，税费处理变更主要影响如下：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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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

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本公司经营活动发生的房

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

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

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整合并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1,439.10 元，调减合并利润表管理费用本

年金额 1,439.10 元。调整母公司利润表税

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1,439.10 元，调减母公

司利润表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1,439.10 元。 

4）被审计单位可能导致重大错报风险的相关经营风险 

左岸环境处于成长阶段，目前的服务范围主要集中在重庆市各区县，短期内

业务扩张的中心也主要立足于大重庆范围，由于其服务区域均有一定的延续性，

因此，公司经营风险相对较低。 

5）对被审计单位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基于左岸环境行业特性、客户的稳定性以及销售规模持续增长，以致公司现

金流较为充裕，不存在资金压力，同时，新三板对拟挂牌企业并无硬性业绩要求，

因此，公司管理层在财务业绩上并无太大的粉饰动机，管理层舞弊风险较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根据《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

审计》的提示，通过对左岸环境及其环境的了解，公司业绩压力较小，管理层舞

弊风险较低。 

（3）持续经营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的要求，注册会

计师应当就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并得出结论，并就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 

尽职调查过程中，主办券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估： 

①财务方面：通过对公司净资产情况、债务及偿还情况、现金流情况及重大

经营事项等进行分析，可看出，公司净资产为正且资产质量良好；公司现金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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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且主要现金流来自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由于公司现金流充足，因此负债较少，

也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情况；截至本次反馈回复日，并未发生对公司重大不利的

经营事项。从财务方面来看，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②经营方面：通过对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情况、用工情况、管理层意图及行业

竞争情况进行分析，可看出，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稳定，申报期内并无关键管理人

员流失等情况；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申报期内，也并未出现用工困难等情

况；通过对管理层的询问访谈，并未发现管理层有清算公司或结束公司经营等意

图；左岸环境的经营业务主要为重庆主城，其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主要有重庆新安

洁景观园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洁”）和重庆滨南城市综合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南股份”），新安洁及滨南股份均有各自服务的区域，

且根据市政要求，同一区域提供服务的公司需要定期轮换，因此相关竞争对手不

会对公司经营造成太大的冲击，从经营方面看，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生不确

定性。 

③其他方面：截至本次反馈回复日，公司并未发生重大诉讼、重大赔偿等将

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事项。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主办券商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的要求，对《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

计》所提示内容进行了充分关注，就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的适当性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得出结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4）收入确认 

公司报告期内收入增长幅度较大，尽职调查过程中，主办券商对收入确认原

则进行核查、对收入增长原因进行分析并实施收入截止性测试、期后回款检查等

尽职调查程序，同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分析，详述如下： 

①收入确认原则 

a.环卫清扫服务：公司与客户签订的环卫清扫合同系以提供一定期间的清扫

服务来执行。该清扫服务与清扫面积和服务时间直接相关。当合同签订之后，清



 8 / 19 
 

扫面积基本不会改变，因此，提供劳务的数量则与服务时间相关。同时，在合同

执行期内，为了达到合同约定的清扫内容或条件，每日需提供清扫服务的内容基

本一致，但无法进行量化计算，以致完工进度的确定与已提供服务的时间进度基

本一致，公司在合同执行期内则按时间进度采取直线法确认每月服务收入。即当

月提供服务完成后，公司根据合同总金额按月平均确认服务收入，同时，对当月

已发生的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等结转确认主营业务成本。 

b.绿化养护服务：公司与客户签订的绿化养护合同系以提供一定期间的养护

服务来执行。该养护服务与养护面积和合同执行期间直接相关。当合同签订之后，

养护面积基本不会改变，因此，提供劳务的数量则与服务时间相关。同时，在合

同执行期内，为了达到合同约定的养护护内容或条件，每日需要提供养护服务内

容基本一致，但无法进行量化计算，以致完工进度的确定与已提供服务的时间进

度基本一致，公司在合同执行期内则按时间进度采取直线法确认每月服务收入。

即当月提供完劳务之后，公司根据合同总金额按月平均确认服务收入，同时，对

当月已发生的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等结转确认为主营业务成本。 

c.工程收入 

公司与客户签订客户施工合同，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确定完工进度的方法为实际已发生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即施工合同签订后，

工程开工前，公司工程部将根据合同约定的工程量对项目总成本进行测算，由此

形成项目预计总成本，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公司根据每月实际已发生工程成本占

该项目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当月完工进度，进一步确认当月收入及成本。 

d.设计收入 

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园林设计合同，项目设计主要包括方案文本设计（占

项目工作总量的 40%-50%）、初步设计（占项目工作总量的 10%-20%）、施工蓝

图设计（占项目工作总量的 30%-40%）及工程施工过程跟踪（占项目工作总量

的 10%-20%）几个阶段，公司按项目进度收款，同时按完工进度确认项目收入

并结转成本。 

②报告期内收入增长原因 



 9 / 19 
 

从营业收入结构分析，公司营业收入及业绩增长主要受环卫清扫与绿化养护

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环卫清扫与绿化养护的销售收入均呈大幅增长、销售占比

存在一定的波动，主要为：a.环卫清扫与绿化养护属于市政项目，客户单位为政

府机构，公司获取该类项目的途径主要为通过公开市场招投标。同时，客户单位

投放市场的环卫清扫、绿化养护项目普遍为单项招标，同一标段环卫清扫、绿化

养护同时中标的几率较小，以致报告期内环卫清扫、绿化养护在销售收入中的占

比存在一定的波动；b.公司成立早期主要从事园林工程项目的管理、建设，环卫

服务领域涉足相对较少。从 2014 年度开始，公司调整产业结构，将业务重心从

园林工程调整为环卫服务。同时，公司在前期环卫服务项目的参与过程中，已积

累较为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以及行业口碑，通过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公司管

理的严格要求，以致报告期内环卫清扫、绿化养护销售收入快速增长；c.公司目

前签订的环卫清扫、绿化养护项目周期一般为 1-3 年，即存在当期在服务以前期

间项目的同时，还会有新项目的签订、服务。2014 年度，公司业务转型后，环

卫服务区域仅为重庆市江北区和渝北区的少部分区域，2015 年度，公司在为已

有区域提供服务的同时，新增江津区和双桥区部分区域的环卫服务，2016 年度，

公司再次中标沙坪坝区、九龙坡区等部分区域的环卫服务，因此，在前期业绩累

积和新开发区域叠加的情况下，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d.随着

社会普遍物价的上涨，公司后期签订的合同单价较前期有所提高，由此导致公司

业绩增长，如礼嘉、翠云片区的环卫服务，第一期合同服务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016 年 6 月，服务单价为 11.37 元/㎡，2016 年 7 月签订的第二期服务合同约定，

服务单价为 12.34 元/㎡；江北片区的绿化养护服务，合同约定，每年的养护单价

增加 1%。 

报告期内，公司环卫清扫服务与绿化养护服务具体项目变动情况： 

类别 区域 2016 年收入 2015 年收入 增长额 增长率(%) 

环卫清扫 

礼嘉片区 12,448,614.61 11,240,975.12 1,207,639.49 10.74 

翠云片区 11,285,601.62 11,557,366.34 -271,764.72 -2.35 

江北片区 10,194,028.60 10,188,580.81 5,447.79 0.05 

双桥片区 3,335,586.23 1,442,646.30 1,892,939.93 131.21 

江津片区 9,514,888.14 1,758,763.43 7,756,124.71 4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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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片区 5,836,509.12  5,836,509.12  

磁器口片区 2,108,573.21  2,108,573.21  

九龙坡片区 5,774,335.50  5,774,335.50  

小计 60,498,137.03 36,188,332.00 24,309,805.03 67.18 

绿化养护 

礼嘉片区 5,099,527.70 5,616,681.34 -517,153.64 -9.21 

江北片区 5,281,772.75 4,973,885.48 307,887.27 6.19 

重庆邮电大学 1,139,294.91 1,024,355.00 114,939.91 11.22 

九龙坡片区 7,963,503.85 6,349,137.76 1,614,366.09 25.43 

双桥片区 2,748,091.46 2,839,215.15 -91,123.69 -3.21 

铁山坪片区 2,001,572.92 1,145,135.95 856,436.97 74.79 

照母山片区 9,203,210.80 3,235,945.04 5,967,265.76 184.41 

大学城片区 2,186,629.45  2,186,629.45  

其他零星 4,002,489.22 2,683,002.29 1,319,486.93 49.18 

小计 39,626,093.06 27,867,358.01 11,758,735.05 42.20 

合计 100,124,230.09 64,055,690.01 36,068,540.08 56.31 

主办券商对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进行内控测试，现场检查公司销售台账，查

验重大服务项目的销售合同、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双方结算资料、银行流水。

同时，对大额应收账款进行了函证程序，已获取部分回函，回函显示该应收账款

余额可以确认，即相关服务项目是真实存在的。对于未回函的事项，主办券商进

行了替代程序，再次核查销售合同、中标文件等相关资料，检查了公司的记账凭

证，确认其会计处理的正确性，并关注期后收款情况；对营业收入进行了截止性

测试，未发现跨期确认的营业收入。 

结合尽职调查过程中执行的收入分析、内控测试、收入截止性测试、期后回

款查验、合同及凭证查验、函证结果等程序，同时，公司的客户群体基本为政府

机构以及国有企业，相应的舞弊风险较小，主办券商可以确认公司业绩增长的真

实金额占总金额的 90%以上。 

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根据公司业务类型以及销售规模，主办券商选取新三板挂牌企业新安洁、鑫

梓润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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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6 年度毛利率比较情况 

公司名称 左岸环境 新安洁（831370） 鑫梓润（870371） 

营业收入 105,498,787.88  325,700,112.82 154,149,760.93 

营业成本 77,220,547.00  225,893,879.94 110,735,484.16 

毛利 28,278,240.88  99,806,232.88  43,414,276.77  

毛利率 26.80%  30.64%  28.16%  

b.2015 年度毛利率比较情况 

公司名称 左岸环境 新安洁（831370） 鑫梓润（870371） 

营业收入 70,101,177.31  229,205,294.17 135,321,027.92 

营业成本 46,239,697.09  150,269,538.38 95,628,028.88 

毛利 23,861,480.22  78,935,755.79  39,692,999.04  

毛利率 34.04%  34.44%  29.33%  

左岸环境与新安洁对比分析： 

左岸环境与新安洁均为重庆本土企业，双方在销售规模方面，存在一定程度

的差距，主要为左岸环境涉足环卫服务领域时间较短，目前处于发展阶段，且服

务区域主要在重庆当地，而新安洁属于重庆地区第一批涉足环卫服务领域的企业，

同时，其业务已拓展到重庆以外的地区，以致现阶段左岸环境销售规模低于新安

洁。 

报告期内，左岸环境与新安洁毛利率均处于下降趋势。2015 年度，公司毛

利率与新安洁基本持平；2016 年度，公司毛利率下降幅度较新安洁大，主要为

双方公司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致，左岸环境在行业内属于发展中企业，在市场

竞争越发激烈的情况下，公司为获得客户认可，扩大公司规模，以高标准的服务

质量作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当期重庆部分地区进行创卫工作，以及公司

的各项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而新安洁在行业内属于发展较为成熟的企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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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客户认可度较高，服务质量体系已有一定的标准，即各期相应成本波动较小，

且新安洁客户群体覆盖全国多个地区，以重庆部分地区的创卫工作对其整体影响

较小，以致 2016 年度左岸环境毛利率下降幅度较新安洁大。 

收入变动对比情况： 

对比企业 类别 2016 年收入 2015 年收入 增长额 增长率（%） 

左岸环境 

环卫清扫 60,498,137.03 36,188,332.00 24,309,805.03 67.18 

绿化养护 39,626,093.06 27,867,358.01 11,758,735.05 42.20 

新安洁 

环卫清扫 300,226,751.36 206,524,885.87 93,701,865.49 45.37 

绿化养护 15,250,512.01 12,059,239.20 3,191,272.81 26.46 

由以上数据可看出，左岸环境收入增长率较新安洁略高，主要为公司涉足环

卫服务行业时间较短，基数比较小，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新安洁自 2011 年

成立以来，其主营业务即为环卫服务，经过多年经营，其已步入稳步增长阶段，

因此增长率较左岸环境略低。 

左岸环境与鑫梓润对比分析： 

报告期内，左岸环境毛利率波动较大，而鑫梓润毛利率波动相对平稳，主要

为鑫梓润主营业务主要包含城市管理服（环卫服务）务与物业管理服务两部分，

以致环卫服务板块的销售毛利率对综合毛利率的影响程度，在左岸环境与鑫梓润

之间存在一定区别，且鑫梓润服务地区主要集中在广东、湖南等地，而左岸环境

服务地区集中于重庆，以致地区因素的不同，也造成毛利率的波动。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尽职调

查过程中中，主办券商对《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

所提示的内容已进行充分关注，可以确认，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增长是符合行业

发展趋势的，也是真实、合理的。 

（5）关联方认定及其交易 

1）关联方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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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已披露的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罗玉林 股东，实际控制人 

罗小东 董事、参股股东 

鄢炜 副总经理、董事 

杨光 副总经理、董事、参股股东 

重庆乐峰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参股股东 

重庆源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参股股东 

肖强 董事 

艾万春 监事会主席、参股股东 

李小良 监事 

向智丹 监事 

符朝胜 财务负责人 

罗贤富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 

张芬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 

龚家平 股东直系亲属 

叶科 子公司股东 

重庆市渝北区帕客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重庆两江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重庆两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重庆同行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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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调查过程中，主办券商通过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

报告，检查财务信息与纳税申报表关联交易信息、企业信用报告中担保及被担保

信息，同时结合货币资金流水等，未发现管理层未披露的关联方信息。 

2）关联交易的披露 

①关联方销售：公司主营业务为市政环卫服务，客户均为市政园林管理部门，

相关部门均为政府职能部门，并非公司关联方，因此，公司不存在关联方销售的

情形； 

②关联方采购：根据公司的业务性质，公司采购主要为人工成本的采购、苗

木采购、固定资产采购及清扫工具的零星采购等，尽职调查过程中，主板券商通

过核查公司采购合同、发票、工资表及付款记录等，未发现公司存在超出其经营

范围的异常采购，日常采购的供货方也并无上述关联单位，因此，公司不存在关

联方采购的行为； 

③关联方资金拆借：主办券商通过对公司银行流水及往来款项的核查，对公

司关联方资金拆借进行核实，同时核实了关联方资金拆借的准确性； 

④关联方担保：主办券商通过对公司信用报告、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等进行

核查，确认关联方担保事项已真实完整披露。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对《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

计》所提示的内容已进行充分关注，已参照《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2 号——通过

未披露关联方实施的舞弊风险》中提到的应对措施，对公司关联方交易进行进行

核查，同时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3 号——关联方》的要求和指

引，对公司关联方披露信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和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进

行核查，确认其披露的真实、完整的。 

（6）货币资金 

对货币资金的查验，主办券商主要执行了以下尽职调查程序： 

1）保险柜监盘：在现场尽职调查中，随机选择一个时点，对公司保险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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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突击监盘，监盘内容包括保险柜中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库存现金、有价

证券、票据等，监盘中，主办券商确认，左岸环境保险柜中仅存放少量需日常支

付的现金，且金额与账面相符； 

2）银行函证：会计师对所有银行账户余额进行函证，询证函由会计师根据

银行对账单进行填列，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填列快递单，

并由会计师直接交付快递公司进行发送，快递费由会计师事务所自行承担，并且

要求银行回函时直接寄送到会计师事务所，截至本次反馈回复日，会计师已收到

所有自银行直接寄回的询证函，主办券商已核对并复印所有银行询证函回函记录，

银行回函均核对相符； 

3）核对银行开销户清单：主办券商、会计师与公司出纳一起取得自中国人

民银行打印的自公司成立时所有开立和注销账户的清单，将该清单中申报期内所

有存在的账户与公司账面账户核对，以确定公司所有账户均已入账，同时确定所

有银行账户均已进行函证，经核查，公司所有账户均已记录入账，不存在账外账

户； 

4）核对申报期内大额银行流水：主办券商、会计师与出纳一同前往银行，

对重要账户明细对账单进行打印，打印后与公司相应银行账户明细账进行核对，

以确定公司所有银行流水均已完整入账，同时识别是否存在异常交易，经核查，

左岸环境所有银行账户流水均已完整入账，同时，申报期内并无大额异常交易发

生； 

5）核查大额交易凭证：抽取大额银行交易凭证原件进行核查，以确定公司

会计处理的准确性，经核查，左岸环境相关会计处理均已准确记录； 

6）核查受限资金：主办券商结合银行询证函回函、银行贷款合同、企业信

用报告等，对受限资金进行核查，同时确定公司附注中受限资金披露的完整性。 

通过以上尽职调查程序，主办券商认为，已充分关注《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所提示的相关问题，左岸环境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是真实准确的。 

（7）费用确认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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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报期内期间费用如下表： 

费用类别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长额 增长率（%） 

销售费用 1,109,783.39 956,738.63 153,044.76 16.00 

管理费用 10,248,345.81 9,134,154.76 1,114,191.05 12.20 

财务费用 126,339.15 88,622.75 37,716.40 42.56 

销售费用主要为业务招待费、办公费及固定资产折旧等，在报告期业绩大幅

增长的情况下，销售费用并无太多增长，主要由于公司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或事

业单位，项目基本通过投标取得，因此，公司销售无需大量发生诸如广告费、宣

传费、销售人员提成等销售费用，以致销售费用受销售规模增长的影响较小； 

管理费用主要为管理人员工资、中介机构费用、办公费、车辆使用费等，报

告期内也无太大增长，主要由于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主要成本为一线人

工成本，而一线人工成本均已在主营业务成本中体现。同时，2016 年度管理费

用增长主要为中介机构新三板申报挂牌费用所致，该部分费用为偶发性，不具有

持续性，以致管理费用受销售规模增长的影响较小； 

财务费用主要为银行贷款利息支出，由于公司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销售

规模、盈利水平持续增长，客户信用风险较低，现金流较为稳定，对银行融资的

依赖相对较小，以致公司财务费用持续保持较低水平。 

主办券商对以上三项费用进行分析性复核，可以确认公司费用变动符合所处

行业的一般变动规律；对大额偶发性费用核查相关合同、发票，该费用主要为中

介机构新三板申报挂牌费用，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对相关费用实施截止测试，

确认公司不存在费用跨期入账的情况；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无需进行大量

研发等，因此，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研发相关费用。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已按照《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

司审计》的提示，结合左岸环境的行业特性，各报告期的业务规模，对费用确认

和计量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费用的归属期间进行了必要的关注，同时确认，公司



 17 / 19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真实完整的。 

（8）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 

左岸环境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人员的管控措施相对有效，在尽职调查中，

主办券商对其整体层面内部控制进行充分了解后，对人工成本实施控制测试，而

其他项目均采取实质性程序的尽职调查方案。 

主办券商对左岸环境工薪与人事循环实施了包括入职和离职、社保、考核与

工时记录、工资分配及发放在内的各个控制环节的控制测试，经测试，公司该控

制设计有效并得到有效执行，此控制值得信赖。 

主办券商对除人工成本以外的所有项目，均采取实质性程序的尽职调查方案，

如针对资产负债表科目，主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函证余额、检查、期后回款、期

后付款等实质性程序以对其存在、准确性、权利和义务、计价和分摊进行认定；

针对利润表项目，主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函证发生额、检查、截止测试、实质性

分析程序、重新计算等实质性程序以对其发生、完整性、截止、准确性和分类进

行认定。 

综上，主板券商认为，已按照《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

司审计》的提示，结合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情况，有针对性的设计并执行了有效的

尽职调查程序，确保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 

（9）财务报表披露 

主办券商已对左岸环境编制的财务报告进行仔细阅读，确认其披露的所有事

项与主办券商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一致，同时，主办券商已按照《会

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的提示进行充分关注，左岸环

境的财务报表披露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财务报表

附注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

规定》（2014 年修订）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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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日  

罗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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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项目小组成员签字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日 

 

练为军 

练为军 
 

黄丽娜 
 

郭海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