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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众环专字（2018）060023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对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乐股份”或“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众环审字（2018）060012 号

审计报告。 

根据贵所发出的“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449 号”《关于对广东高乐玩具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就问询函涉及的

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5）截至 2017 年年末，你公司商誉净额 3.09 亿元，占资产比

重为 17.86%。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你公司收购异度确认相关商誉累计 2.43亿元，请说明上述商誉的确定方法、

计算过程、会计处理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补充披露你公司对形成商誉资产进行整合管控、业务管理的主要措施和实

际效果，说明相关资产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核心管理团队是否稳定以及相关公司的

经营管理是否对个别人员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形，并分析其经营风险及相关管控情况。 

（3）补充披露年审会计师将关键参数，包括预测收入、长期平均收入增长率、

未来经营利润率及折现率与相关子公司的过往业绩、董事会批准的财务预算、行业研

究报告和行业统计数据等进行比较的情况，并结合商誉减值测试过程等因素，说明报

告期你公司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4）请你公司执行商誉减值对利润的敏感性分析，并说明公司防范商誉减值的

主要管理措施，请充分提示未来商誉减值风险。 

 



本报告书共 6 页第 2 页 

回复： 

   （一） 结合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高乐股份收购广东高乐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高乐教育”）的评估报告、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高乐股份收

购深圳市异度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异度信息”）购买日资产评估报告，形

成高乐股份商誉的关键参数列示如下： 

1、营业收入预测数据（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并购方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高乐教育 2,328.36 2,770.75 3,297.19 3,923.66 3,923.66 

异度信息 15,172.25 18,385.71 25,091.97 36,514.18 41,588.68 

2、收入预测增长率 

被并购方 
2018 年收

入增长比例 

2019 年收

入增长比例 

2020 年收

入增长比例 

2021 年收入

增长比例 

2022 年收

入增长比例 

高乐教育 19% 19% 19% 19% 0% 

异度信息 27% 21% 36% 46% 14% 

3、经营利润率及折现率 

被并购方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高乐教育 
经营利润率 66% 66% 66% 66% 66% 

折现率 12.28% 12.28% 12.28% 12.28% 12.28% 

异度信息 
经营利润率 36% 35% 40% 46% 47% 

折现率 15.49% 15.42% 15.42% 15.42% 15.37% 

注：因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对高乐股份收购高乐教育的评估报告时，高乐教育尚

未中标普宁市创建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先进市配套设施设备建设项目（总金额 250,654,002.40 元）

和揭西县教育信息化平台“互联网+智慧教育”采购项目（总金额 53,893,000 元）等项目，以上

项目中标对高乐教育业绩带来的积极影响未包含在上表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测中。 

（二）相关子公司过往业绩情况 

1、高乐教育（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期间 
营业收入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备注 
预测值 实际完成 预测值 实际完成 对赌业绩 

2017 年度 1,899.31 1,956.60 1,072.76 1,258.37 1,100.00 完成对赌 

2016 年度 1,548.76 1,569.54 781.74 818.25 800.00 完成对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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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异度信息 

会计期间 
营业收入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备注 
预测值 实际完成 预测值 实际完成 对赌业绩 

2017 年度 11,870.45 11,870.45 4,505.83 4,505.83 4,300.00 完成对赌 

2016 年度      无对赌 

注：异度信息 2017 年度预测值与实际完成值一致，主要是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后委托众华

评估对异度信息购买日可辩认净资产和企业价值进行了评估。 

根据历史数据高乐教育和异度信息均完成对赌业绩。 

（三）行业购并案例相关数据 

参考指标 参考对象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收入预测增长

率 

立思辰 37.1070% 20.7919% 84.1023% 

全通教育 11.7955% 127.9742% 122.5786% 

科大讯飞 41.5968% 40.8734% 32.7766% 

简单平均 30.1664% 63.2132% 28.5520% 

经营利润率 

立思辰 27.02% 32.28% 33.62% 

全通教育 40.51% 46.46% 27.17% 

科大讯飞 42.11% 33.88% 30.98% 

平均 36.55% 37.54% 30.59% 

对比上表，高乐教育、异度信息预测的收入增长率、经营利润率未显著高于行

业相关并购案例。同时部分预测数据来源来已中标项目及待开发项目，具有合理性。 

（四）此外，经公司聘请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评报字[2018]

第 0229 号评估报告（即异度信息商誉减值所需的资产组价值报告）评定，异度信息

资产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值为 70,021.18 万元，不存在减值的情形。高乐教

育 2016 年度、2017 年度连续完成业绩对赌情况，同时于 2018 年已连续中标 3 亿元

“互联网+智慧教育”项目，该资产组也不存在的减值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高乐股份商誉未发生减值的依据充分、合理，相关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问询函问题 6）2017 年度，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1 亿元，来源于玩具

制造业、教育信息化服务行业销售。请你公司确认销售收入的具体依据，相关销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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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确认的内部控制设计安排，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并补充披露年审会计师

就年度审计过程中对业绩真实性所采取的审计程序方法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的核查方法和核查范围，并明确披露业绩核查覆盖率，并

就专项核查中的核查手段、核查范围是否充分、是否能有效保障其核查结论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请你公司确认销售收入的具体依据，相关销售收入确认的内部控制设计安

排，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1、公司销售收入来源于玩具制造业、教育信息化服务行业，各种模式下公司销

售收入确认的具体依据如下： 

(1)玩具制造业务，商超直销模式：以商品实际发出后，依据与客户定期（每月）

对账结算单据，经双方以书面或在客户销售平台确认为依据。 

(2)玩具制造业务，外销模式：海关确认出口后（收到海关回单或者网上查询），

根据出口报关单上的出口时间确认收入。 

(3)教育信息化业务，高乐教育提供劳务业务（教育信息服务业务主要借助运营商

通讯手段为家庭教育提供信息服务以及为家庭教育信息服务系统平台提供技术开发

与支持维护服务）：根据约定服务期间、平台结算数量每月与学校结算。 

(4)教育信息化业务，异度信息硬件销售业务：按照商品销售的确认原则确认，以

取得客户验收合格的确认单后，确认销售收入。 

(5)教育信息化业务，异度信息软件销售业务（指异度信息自行开发研制的、拥有

著作权的软件产品，销售时不转让所有权）：按合同约定在实施完成并经对方验收合

格后确认收入。 

(6)教育信息化业务，技术服务收入（技术服务收入主要为平台开发服务，平台开

发服务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的个性化技术开发服务）：按合同约定在实施完成并经对

方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 

2、相关销售收入确认的内部控制设计安排 

玩具制造业务，公司销售部门负责接收订单，并据以提请仓库部门发货，销售部

门负责与客户的交收，内销客户由财务部门负责与客户在对账平台上确认对账，外销

客户由报关员负责整理查询海关通关情况。公司根据内销对账平台或签收回执确认的

数量和订单价格确认内销收入，根据海关报关单出口数量和订单价格确认外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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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乐教育的教育信息化业务，公司销售部负责与客户签定服务协议，销售部据以

为客户安装并实施，销售部门定期与客户办理结算，财务部门根据结算单证确认信息

化收入。 

异度信息的教育信息化业务，公司销售部门负责接收订单，由销售部和技术部共

同为客户安装及实施并与客户办理验收确认，财务部门根据验收确认单确认信息化收

入。 

3、我们认为，高乐股份收入确认的相关内部控制有效，收入确认的具体依据充

分，能够保证其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完整性。 

（二）并补充披露年审会计师就年度审计过程中对业绩真实性所采取的审计方法

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的核查方法和核查范围，并

明确披露业绩核查覆盖率，并就专项核查中的核查手段、核查范围是否充分、是否能

有效保障其核查结论发表明确意见。 

对高乐股份 2017 年报审计过程中，我们高乐股份业绩真实性的审计程序方法和

范围主要包括： 

1、营业收入、应收账款 

(1)控制测试对销售收款循环进行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实施控制测试； 

(2)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包括分析各年度、各月间的毛利率波动情况及合理性；

分析公司的产能与销量进的匹配性；对前十大客户进行年度对比分析，并对新增客户

进行调查； 

(3)函证：对年末应收账款及销售收入的函证比例，分别达到总额的 70%以上； 

(4)就外销收入，同时向当地海关函证，并获取客户 2017 年出口销售的统计数据，

与账面外销收入进行核对； 

(5)执行期后检查：检查期后销售回款情况并在细节测试中增加期后回款查验；检

查期后是否存在大额销售退回的情形以及其真实性。 

(6)替代测试：对大额应收款客户、销售客户执行替代测试程序。 

(7)截止性测试。 

2、存货、营业成本、应付账款 

(1)控制测试：对生产与存货循环进行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实施控制测试； 

(2)存货盘点：我们对期末存货的进行了实时的监盘，并关注存货盘点差异的处理； 

(3)测试程序：包括编制存货成本倒扎表并对比分析；测试并验部分月份的成本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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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对存货各环节流转的计价测试等。 

(4)分析性复核：进行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月度波动分析；对各月投产量结合人工

成本的实际发生数进行对比分析；对生产能力与实际产量进行分析； 

(5)函证：对主要的发出商品进行函证； 

(6)存货跌价准备的测算和验证。 

3、 期间费用 

(1)分析性复核： 

1)计算分析各个月份费用总额及主要项目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并与上一

年度进行比较，判断变动的合理性； 

2)计算分析各个月份费用中主要项目发生额及占费用总额的比率，并与上一年度

进行比较，判断其变动的合理性。 

(2)与相关资产负债的勾稽核对：对于折旧、摊销、人工及福利、财务费用等费用，

给合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应付职工薪酬及借款等项目的审计，对比其一致性。 

(3)研发费用的检查：结合其研发项目的立项情况，通过抽查验证其合理性。 

(4)日常付现费用的检查：检查重要支出项目是否合理，审批手续是否健全，是否

取得有效的原始凭证； 

(5)截止性测试：对各个费用科目执行截止性测试。 

高乐股份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6.61 亿元中：我们已向其客户发函金额 52,131.74

万元、占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79%；其中收到回函可直接确认金额为 22,488.12 万元，

占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34%；未回函部份我们通过替代测试可确认金额为 29,643.62 万

元，占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45%。通过向海关函证及获取海关统计数据，外销收入

46,019.46 万元（占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70%）可以确认。我们认为，我们的核查手段、

核查范围充分、能有效保障核查结论。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 年 7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