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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6346   证券简称：亿玛在线   主办券商：民生证券 

北京亿玛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一、更正概述 

北京亿玛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故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

正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等相关报告的

议案》。为更准确、更合理地进行信息披露,现对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平台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1-060）

中相关内容进行更正。 

二、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1. “第一节 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  

更正前：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度报

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半年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更正后：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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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度报

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半年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2. “第二节 公司概况”之“五、中介机构” 

更正前： 

五、中介机构 

主办券商（报告期内） 国信证券 

主办券商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报告期内主办券商是否发生变化 否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民生证券 

 

更正后： 

五、中介机构 

主办券商（报告期内） 国信证券 

主办券商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报告期内主办券商是否发生变化 否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民生证券 

会计师事务所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及连续签字年限 
韩雁光 杨勇 

5 年 5 年 

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 19 号 B 座 2 层

208 室 

 

3. “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之“十、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关键审计事

项的说明中（二）关键审计事项说明” 

更正前： 

（二） 关键审计事项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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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二）关键审计事项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这些

事项的应对以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我们不对这些事项单独

发表意见。 

关键审计事项 该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的 

收入确认 

亿玛在线以提供基于互联

网的大数据营销服务为主营业

务，亿玛在线主要以系统记录

的平台消耗数据为基础，按照

双方确认的结算单确认收入。 

2021年 1-6月营业收入为

135,529.94 万元，较上期增加

33.93%，由于收入属于财务报

表重要项目，依赖 IT 信息系统

数据及媒体系统数据，收入确

定金额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能

存在潜在错报，为此我们将收

入确认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三、（二十

四）及附注六、（二十五）所述。 

1、我们利用 IT 专家的工作对与收入确认相关的 IT 系统和控制进行

评价，与收入确认相关的 IT 系统和控制相关的审计程序中包括以下

程序： 

（1）了解和测试与财务数据处理所依赖的所有主要 IT 系统，评估

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 IT 组织架构的治理框架，以确认程序

开发和变更、对程序和数据的访问、IT 运行等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3）测试电子交易环境相关的 IT 流程控制，以确认系统业务数据

的逻辑性、信息技术应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了解、测试亿玛在线销售流程的内控控制，并评估关键控制执行

的有效性。 

3、通过对管理层访谈了解收入确认政策，并检查主要客户合同条款，

评价实际执行的收入确认政策是否适当，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一

贯地运用。 

4、采用抽样方式，对亿玛在线的客户进行了函证，包括对报告期各

期末应收账款的余额以及报告期各期确认的收入金额进行函证，以

确认报告期各期销售金额的真实性及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准确

性。 

5、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结算单、销

售发票等，以确认报告期各期销售金额的真实性。 

6、获取媒体系统数据，对 IT信息系统数据进行复核。 

7、采用抽样方式，根据 IT 信息系统数据、媒体系统数据及返点率，

对营业收入执行重新计算，复核报告期各期营业收入金额的准确性。 

8、结合公司业务周期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若干笔销售，核

对至销售合同及结算单等支持性文件，以确认收入是否在恰当的会

计期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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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检查了公司新增客户和销售变动较大的客户及其关联方的工商信

息，以评估是否存在未识别潜在关联方关系和交易。 

10、对营业收入实施分析程序，与历史同期、同行业的毛利率进行

对比，分析毛利率变动情况，复核收入的合理性。 

 

关键审计事项 该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的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 

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三、（十一）应收款项及附注六、

（二）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所述： 

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止，亿玛在线应收账款的

账面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4,880.33 万元，占总资产比

例 51.95%，坏账准备合计为人民币 1,937.06 万元，

账面价值合计为人民币 32,943.27 万元。 

管理层在确定应收账款预计可收回金额时涉及

重大会计估计及判断，若应收账款不能按时收回或无

法收回而发生坏账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较为重大，为此

我们将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确定为关键审计事

项。 

1、我们了解、评估了管理层对亿玛在线应收

账款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并对运行有效

性进行了测试。 

2、我们分析亿玛在线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

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

据、金额重大的判断、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

断等，并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一贯地运用。 

3、分析、计算资产负债表日坏账准备金额与

应收账款余额之间的比率，比较前期坏账准备

计提数和实际发生数，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 

4、获取亿玛在线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表，对

于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我们采用抽

样方式，核查了客户经营状况及可执行财产情

况、律师意见、诉讼判决结果等支持性证据，

以评估亿玛在线管理层在确定应收账款预计

可收回金额的合理性；对于按账龄分析法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分析亿玛在线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并选取样本对账

龄准确性进行测试。 

 

4.“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一、审计报告” 

更正前： 

一、 审计报告 

是否审计 否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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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计报告 

是否审计 是 

审计意见 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无                         □强调事项段  

□其他事项段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其他信息段落中包含其他信息存在未更正重大错报说明  

审计报告编号 天职业字[2021]37313 号 

审计机构名称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机构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 19 号 B 座 2 层 208 室 

审计报告日期 2021年 10月 13日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及连

续签字年限 

韩雁光 杨勇 

5 年 5 年 

审计报告 

天职业字[2021]37313号 

北京亿玛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亿玛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玛在线”）财务报表，包

括 2021年 6月 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 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

了亿玛在线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2021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亿玛在线，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

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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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的应对以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我们不对这些事项单独

发表意见。 

关键审计事项 该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的 

收入确认 

亿玛在线以提供基于互联

网的大数据营销服务为主营业

务，亿玛在线主要以系统记录

的平台消耗数据为基础，按照

双方确认的结算单确认收入。 

2021年 1-6月营业收入为

135,529.94 万元，较上期增加

33.93%，由于收入属于财务报

表重要项目，依赖 IT 信息系统

数据及媒体系统数据，收入确

定金额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能

存在潜在错报，为此我们将收

入确认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三、（二十

四）及附注六、（二十五）所述。 

1、我们利用 IT 专家的工作对与收入确认相关的 IT 系统和控制进行

评价，与收入确认相关的 IT 系统和控制相关的审计程序中包括以下

程序： 

（1）了解和测试与财务数据处理所依赖的所有主要 IT 系统，评估

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 IT 组织架构的治理框架，以确认程序

开发和变更、对程序和数据的访问、IT 运行等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3）测试电子交易环境相关的 IT 流程控制，以确认系统业务数据

的逻辑性、信息技术应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了解、测试亿玛在线销售流程的内控控制，并评估关键控制执行

的有效性。 

3、通过对管理层访谈了解收入确认政策，并检查主要客户合同条款，

评价实际执行的收入确认政策是否适当，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一

贯地运用。 

4、采用抽样方式，对亿玛在线的客户进行了函证，包括对报告期各

期末应收账款的余额以及报告期各期确认的收入金额进行函证，以

确认报告期各期销售金额的真实性及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准确

性。 

5、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结算单、销

售发票等，以确认报告期各期销售金额的真实性。 

6、获取媒体系统数据，对 IT信息系统数据进行复核。 

7、采用抽样方式，根据 IT 信息系统数据、媒体系统数据及返点率，

对营业收入执行重新计算，复核报告期各期营业收入金额的准确性。 

8、结合公司业务周期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若干笔销售，核

对至销售合同及结算单等支持性文件，以确认收入是否在恰当的会

计期间确认。 

9、检查了公司新增客户和销售变动较大的客户及其关联方的工商信

息，以评估是否存在未识别潜在关联方关系和交易。 

10、对营业收入实施分析程序，与历史同期、同行业的毛利率进行

对比，分析毛利率变动情况，复核收入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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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信息 

亿玛在线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亿玛在线 2021

年 1-6月报告中涵盖的信息，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

式的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

息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

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

实。在这方面，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关键审计事项 该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的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 

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三、（十一）应收款项及附注六、

（二）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所述： 

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止，亿玛在线应收账款的

账面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4,880.33 万元，占总资产比

例 51.95%，坏账准备合计为人民币 1,937.06 万元，

账面价值合计为人民币 32,943.27 万元。 

管理层在确定应收账款预计可收回金额时涉及

重大会计估计及判断，若应收账款不能按时收回或无

法收回而发生坏账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较为重大，为此

我们将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确定为关键审计事

项。 

1、我们了解、评估了管理层对亿玛在线应收

账款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并对运行有效

性进行了测试。 

2、我们分析亿玛在线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

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

据、金额重大的判断、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

断等，并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一贯地运用。 

3、分析、计算资产负债表日坏账准备金额与

应收账款余额之间的比率，比较前期坏账准备

计提数和实际发生数，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 

4、获取亿玛在线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表，对

于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我们采用抽

样方式，核查了客户经营状况及可执行财产情

况、律师意见、诉讼判决结果等支持性证据，

以评估亿玛在线管理层在确定应收账款预计

可收回金额的合理性；对于按账龄分析法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分析亿玛在线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并选取样本对账

龄准确性进行测试。 



                                                                          公告编号：2021-085 

五、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

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亿玛在线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

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亿玛在线的财务报告过程。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

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

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

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

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

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

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

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就可能导致对亿玛在线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

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亿

玛在线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

易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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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亿玛在线中实体或业务活动的财务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财

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负责指导、监督和执行集团审计，并对审计意见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

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我们还就已遵守与独立性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向治理层提供声明，并与治理层沟通

可能被合理认为影响我们独立性的所有关系和其他事项，以及相关的防范措施（如适用）。 

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中，我们确定哪些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因而

构成关键审计事项。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描述这些事项，除非法律法规禁止公开披露这些事

项，或在极少数情形下，如果合理预期在审计报告中沟通某事项造成的负面后果超过在公

众利益方面产生的益处，我们确定不应在审计报告中沟通该事项。 

 

5. “2021年 1-6 月财务报表附注”之“2.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机构和财务报告批准

报出日” 

更正前： 

2.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机构和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机构：公司董事会。 

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2021年 8月 26日 

更正后： 

2.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机构和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机构：公司董事会。 

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2021年 10月 13日 

 

6. “2021 年 1-6 月财务报表附注”之“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二）在

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更正前： 

（二）在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1.重要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 

性质 

持股比例

（%） 

本公司在被投资单

位表决权比例

（%） 

对集团活动

是否具有战

略性 直接 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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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营企业        

1.上海子丑六合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业 

12  12 是 

2.重要合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 

无。 

3.重要联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 

项目 
期末余额或 2021 年 1-6 月发生额 

上海子丑六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流动资产 9,864,147.92 

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9,864,147.92 

流动负债 1,317,618.23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1,317,618.23 

净资产 8,546,529.69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额 1,025,583.56 

对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账面价值 2,950,014.95 

营业收入 3,708,839.82 

净利润 -764,042.11 

其他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 -764,042.11 

收到的来自联营企业的股利  

续上表： 

项目 
期初余额或 2020 年度发生额 

上海子丑六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流动资产 11,411,292.44 

非流动资产 16,495.00 

资产合计 11,427,787.44 

流动负债 2,116,387.62 

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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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2,116,387.62 

净资产 9,311,399.82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额 1,117,367.98 

对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账面价值 3,041,700.00 

营业收入 3,261,370.24 

净利润 -4,505,896.48 

其他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 -4,505,896.48 

收到的来自联营企业的股利  

（3）不重要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汇总财务信息 

无。 

更正后： 

（二）在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1.重要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 

性质 

持股比例

（%） 

本公司在被投资单

位表决权比例

（%） 

对集团活动

是否具有战

略性 直接 间接 

一、联营企业        

1.上海子丑六合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业 

12  12 是 

2.重要合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 

无。 

3.重要联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 

项目 
期末余额或 2021 年 1-6 月发生额 

上海子丑六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流动资产 9,864,147.92 

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9,864,147.92 

流动负债 1,317,618.23 



                                                                          公告编号：2021-085 

项目 
期末余额或 2021 年 1-6 月发生额 

上海子丑六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1,317,618.23 

净资产 8,546,529.69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额 1,025,583.56 

对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账面价值 2,950,014.95 

营业收入 3,708,839.82 

净利润 -764,042.11 

其他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 -764,042.11 

收到的来自联营企业的股利  

续上表： 

项目 
期初余额或 2020 年 1-6 月发生额 

上海子丑六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流动资产 11,411,292.44 

非流动资产 16,495.00 

资产合计 11,427,787.44 

流动负债 2,116,387.62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2,116,387.62 

净资产 9,311,399.82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额 1,117,367.98 

对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账面价值 3,041,700.00 

营业收入 1,554,028.19 

净利润 -3,092,297.34 

其他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 -3,092,297.34 

收到的来自联营企业的股利  

（3）不重要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汇总财务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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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 年 1-6 月财务报表附注”之“十一、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之“（六）

关联方交易” 

更正前： 

（六）关联方交易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上海子丑六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035.82  96,846.36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上海子丑六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856,663.19 4,533.00 

2.其他关联交易 

无。 

更正后： 

（六）关联方交易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未经审计） 

上海子丑六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035.82  96,846.36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未经审计） 

上海子丑六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856,663.19 4,533.00 

2.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未经审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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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3,029,455.00 3,071,791.00 

3.其他关联交易 

无。 

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具体更正内

容详见公司同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后）》（公告编号 2021-086）。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提示内

容，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亿玛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