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88 号《关于对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以下简称 问询函）之相关要求，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本所）就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问询函》第1条：本报告期，你公司营业收入为41.83亿元，同比增长18.12%；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7.27亿元，同比增长22.82%；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98亿元，同比增长229.68%。2018年各季度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波动较大。 （1）请结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构成项目的金额增减及其变动原因等，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营业收入、

净利润增长幅度不匹配的具体原因。 （2）请结合业务季节性波动情况、收入成本确认时

点、费用支出进度等因素，说明2018年各季度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原因

及其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结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构成项目的金额增减及其变动原因等，说明报告期内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长幅度不

匹配的具体原因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和 2017 年财务数据对

比，营业收入增长 6.42亿元，净利润增长 1.33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

5.56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高于净利润增长额 4.23亿元。 

两期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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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418,339.16 354,156.27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变动 -14,649.63 -25,751.35 

非经营性项目、非现金减少的往来款、

坏账准备等影响 
-29,208.37 -10,611.2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74,481.16 317,793.71 

增值税出口退税 7,533.66 5,836.34 

增值税即征即退 3,242.78 3,216.97 

企业所得税退税 162.33  

其他 4.59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943.36 9,053.31 

收到的往来款 6,724.60 24,516.12 

收到的补贴 6,668.04 24,572.78 

其他 1,474.63 2,475.2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867.26 51,564.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0,291.78 378,411.20 

      

营业成本 251,734.83 213,687.36 

折旧摊销的影响 -5,589.79 -4,162.71 

存货的影响 2,323.09 26,189.72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变动 -17,480.38 6,287.60 

非经营性项目、非现金减少的往来款等

影响 
-51,943.75 -56,931.1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9,044.00 185,070.82 

短期薪酬 50,923.29 45,033.50 

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划 4,898.86 4,617.83 

辞退福利 33.49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福利 22.8 25.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5,878.44 49,677.23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733.30 30,767.70 

支付的往来款 20,971.31 65,083.53 

费用支出 26,739.71 22,320.07 

其他 1,110.56 1,281.8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8,821.58 88,685.4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0,477.32 354,20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814.46 24,209.99 

本期公司营业收入增长 6.42 亿元，经营性应收项目仅增加 1.46 亿元，剔除非经营

性项目、非现金减少的往来款等影响因素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5.66

亿元；公司两期存货的影响变动 2.38 亿元，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0.60

亿元，以上事项是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 

两期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净利润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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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75,088.50 62,754.17 

加：资产减值准备 1,362.66 1,655.86 

    固定资产折旧、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6,958.41 6,588.31 

    无形资产摊销 2,106.09 1,436.02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334.65 959.8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填列） 
31.27 -625.3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163.87 94.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收益以“-”填列） 0.00 0.00 

    财务费用（收益以“-”填列） -1,782.04 2,241.58 

    投资损失（收益以“-”填列） -3,564.30 -4,898.25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少（增加以“-”填列） -613.26 -343.69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减少以“-”填列） -187.38 -1,524.77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填列） -2,323.09 -26,189.72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填列） -8,566.34 -44,044.6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填列） 9,805.41 26,106.58 

    其他 0.00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814.46 24,209.99 

由上表可以看出，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高于净利润增长额 4.23 亿

元，主要是以下原因： 

1、2017 年由于市场原材料价格不稳定以及公司正常销售备货需求增长，2017 年末，

公司增加了原材料和库存商品的备货，2017 年存货增加 2.61 亿元，2018 年年存货仅增加

0.23 亿元，导致两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产生 2.38 亿元差异。 

2、2017 年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4.40 亿元，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2.61 亿元，经

营性应收应付变动净额-1.79 亿元；2018 年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0.86 亿元，经营性应

付项目的增加 0.98 亿元，经营性应收应付变动净额 0.12 亿元。导致两期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量产生 1.81 亿元差异。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变动较大，主要是因为：1）2017 年原材

料价格持续上涨，公司为减少原材料的波动对公司的影响，增加原材料采购，同时增加了

预付的货款；2）公司 2018 年对销售政策进行了优化，对款到发货的经销商实施激励，加

强了应收账款的回款管理；3）随着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导致公司 2018 年待付的销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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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加。 

二、结合业务季节性波动情况、收入成本确认时点、费用支出进度等因素，说明2018

年各季度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2018 年各季度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情况如下 

期间 累计净利润 
累计占比 累计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累计占比 

一季度（未审数） 22,384.61 29.81% 2,616.62 3.28% 

二季度（未审数） 48,687.62 64.84% 19,737.34 24.73% 

三季度（未审数） 64,829.89 86.34% 37,422.36 46.89% 

四季度（全年审定数） 75,088.50 100.00% 79,814.46 100.00% 

2018 年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较大，主要是因为各季度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收入变动不一致，具体如下：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净利润 22,384.61 26,303.01 16,142.28 10,258.61 

收入 104,154.81 118,161.37 95,727.56 100,295.4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4,319.11 86,305.00 98,712.61 115,144.4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收入比例 71.35% 73.04% 103.12% 114.81% 

对比各期末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变动情况： 

项目 年初 一季度末 二季度末 三季度末 期末 

应收票据 30,774.39 34,372.54 45,773.46 42,918.48 39,819.41 

应收账款 82,365.64 101,620.33 121,117.02 115,106.72 92,350.15 

小计 113,140.03 135,992.87 166,890.48 158,025.20 132,169.56 

与年初相比变动额   22,852.84 53,750.46 44,885.17 19,029.53 

与年初相比变动比   20.20% 47.51% 39.67% 16.82%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较大，主要是因为

各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收入变动不一致所致；各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变动情况与各期末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余额变动情况匹配；公司各季度应收账

款和应收票据余额变动较大，与公司销售收入确认和信用政策相关，具体分析如下原因： 

1、公司收入确认原则： 

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

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



  

5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销

售商品收入的实现。 

实际操作中，公司线下销售以发货后客户收到货物时点作为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的时

点，确认销售收入。公司线上销售分为经销商模式和自营模式，经销商模式与线下销售收

入确认方式相同；2018年 10 月后公司增加了线上自营销售模式，以仓库发货，物流取件

后确认收入。 

2、公司信用政策： 

公司根据客户历史采购情况，经过管理层审批，给予客户一定的赊销信用额度，年末

公司对客户全年采购和回款情况进行考核。 

3、应收项目各季度变动较大原因 

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相比变动较大，主要是因为公司给客户的

信用政策是按客户全年采购金额及全年回款考核，即公司根据客户上一年度评级结果给予

相应的赊销信用额度，年末按客户全年采购金额与全年回款情况重新对客户进行评级并在

次年给予其享受相应的销售折扣。 

因此，年初客户赊销信用额度比较充足，回款相对较少，随着全年采购金额逐步增加，

赊销信用额度逐步减少，回款相应增加，至年终出于考虑次年评级结果的影响，回款大幅

增加。 

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长幅

度不太匹配的具体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经营性应收项目回款较好，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增加的影响；公司 2018 年各季度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变动情况

与公司的信用政策、考核标准相关，与实际经营情况比较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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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第4条：本报告期，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1.52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20.98%，研发投入全部费用化。请说明你公司对于研究阶段、开发阶段的划分情况、依据，

并结合研发投入的具体项目情况，说明研发投入费用化的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公司对于研究阶段、开发阶段的划分情况、依据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

的有计划调查。开发阶段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

一项或若干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或获得新

工序等。 

二、结合研发投入的具体项目情况，说明研发投入费用化的依据 

本期公司研发费对应的主要为以下研发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项目金额 项目阶段 

医用中心制氧设备关键技术研发 35,000.00 5,865.73 研究阶段 

电子血压计关键技术研发 16,900.00 2,089.37 研究阶段 

双水平正压呼吸机的研发 
3,000.00 

643.61 研究阶段 

睡眠呼吸机整机研发 271.48 研究阶段 

多电机补偿智能血糖仪 3,000.00 562.99 研究阶段 

动态血压监测仪 240.00 538.67 开发阶段 

网式雾化器 3,000.00 428.94 研究阶段 

数字式全科诊断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650.00 361.78 开发阶段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关键技术研发 2,260.00 345.51 研究阶段 

医用中心制氧设备关键技术研发 2,250.00 340.21 研究阶段 

电动轮椅车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2,500.00 

340.19 研究阶段 

电动轮椅车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262.63 研究阶段 

9F 系列新品制氧机 206.00 316.33 开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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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使用正压型留置针的研发 316.00 263.40 开发阶段 

电脑中频治疗仪的研发 300.00 258.36 开发阶段 

全自动感应出纸器 300.00 252.01 开发阶段 

无痛揿针的智能化生产的研发 137.00 229.04 开发阶段 

其他研发项目  1,841.79  

合计  15,212.05  

以上主要的研发费用支出，已经丹阳市恒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丹恒鉴字[2019] 

12—009 号”研发加计报告确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第八条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

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因此，公司将处于研究阶段的项目支出计入当

期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以下规定： 

“第九条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确认为

无形资产：（一）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二）具有

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三）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

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

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四）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

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五）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

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判断，处于开发阶段的项目由于尚未形成产品，且产品是否存在市场无法确定，

未来经济利益是否能够流入企业上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公司将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费用

化。以上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的相关规定，也符合公司一贯

采用的审慎原则。 

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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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公司在判断开发支出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所规定

的资本化条件时，遵循谨慎性原则，在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的基础上，对技术可行性、

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可能性以及经济利益的大小、后续开发所需的技术、财务资源及其他

资源的可获得性等方面，审慎地做出了估计和判断。 

 

《问询函》第5条：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余额为7.36亿元，占公司资产总额比重为

10.65%，减值准备余额为0元，其中主要是来源于收购上海中优医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生的商誉。请详细说明商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关键参数的选取情况，未计提商誉减

值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商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 

1、商誉金额 

2017 年 1 月，公司完成对上海中优医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优公司）

61.6225%股权收购，收购成本为 86,271.50 万元，根据中优公司收购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份额计算的商誉为 62,067 万元。 

2、具体测算过程 

中优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商誉账面余额（1） 62,067.00 

商誉减值准备余额（2）   

商誉的账面价值（3）=（1）-（2） 62,067.00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4）=（3）/61.6225%*38.3775% 38,654.33 

包含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5）=（3）+（4） 100,721.33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6） 2,743.29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7）=（5）+（6） 103,464.62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可回收金额）（8） 136,7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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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减值损失   

注：（4）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为 2017 年形成商誉时点未确认归

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2018 年公司收购了少数股东股权，支付对价与按合并日

（2017 年 1月）可辨认净资产持续计算的股权价值的差额，冲减资本公积，截止 2018 年

末不存在少数股东权益。此处为谨慎、恰当计算商誉减值，按商誉形成时点少数股东股权

比例计算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 

公司利用了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4月 12 日（中威正信评报字

（2019）第 11004 号《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上海

中优医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可回收价值》的评估结果确定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可回收金额）。其中包含商誉资产组为公司收购中优公司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

产组，被划分至资产组的资产为经营性长期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

用，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2,743.29 万元。根据中优公司已签订的长期合作协议、销售合同、

在手订单情况、历史营业收入的占比、增长趋势情况及变化原因、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

展趋势对未来营业收入总体变化趋势的影响以及未来企业发展方向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对

评估基准日未来五年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折旧与

摊销、资本性支出、运营资本增加额的波动性进行预测未来资产组的自由现金流折现并加

总，得到被评估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为 136,763.65 万元，折现率为 13.40%。 

经测试，未出现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的迹象，故公司未对商誉计提减值。 

（1）、采用收益法进行测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的规定，

资产减值测试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然后将所估计的资产可收回金额与其账面价值比

较，以确定是否发生减值。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应当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

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就表明

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再估计另一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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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通常采用收益法，即按照资产组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

最终处置时所产生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

定。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是在特定资产组现有管理、运营模式前提下，以资产组当前

状况为基础，一般只考虑资产组内主要资产经简单维护在剩余使用寿命内可能实现的未来

现金流量。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通常采用收益法。收益法，是指被评估资产组在被评

估单位现有管理、运营模式下，在剩余使用寿命内可以预计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估算

被评估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的评估思路。 

对于资产或资产组的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为全投资自由现金流折现法或称企业自

由现金流折现法。 

全投资自由现金流折现法中的现金流口径为归属于整体资产或资产组现金流，对应的

折现率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评估值内涵为整体资产或资产组的价值。 

企业自由现金流模型可以分为（所得）税前的现金流和（所得）税后的现金流。本次

评估选用企业税前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2）重要假设及依据 

①假设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盈利预测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②假设被评估单位现有业务订单能如期实现，主营业务、产品结构以及销售策略和成

本控制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③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产品或服务保持目前的市场竞争态势。 

④假设被评估单位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管理模式等在保持一贯性，主营业务相对稳

定，被评估单位制定的目标和措施能按预定的时间和进度如期实现，并取得预期效益。 

⑤假设被评估单位每一年度的营业收入、成本费用、更新及改造等的支出，在年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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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发生。 

⑥假设预测期内被评估单位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无重大变化。 

⑦假设上海中优医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本次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到期后还

能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继续享受 15%的优惠税率。 

⑧上海中优的经营模式为子公司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生产、销售，母公

司上海中优及其他子公司均为销售公司。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税率为 15%，母公司上海中优及其他子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5%。预测期所得税税率参

照以前年度税负按照综合所得税税率计算。假设预测期仍保持目前的税负水平。 

⑨本次评估是基于企业基准日的存量资产为基础进行的，假设收益期为预测期。 

（3）、具体内容及重要参数 

① 测算模型：本次测算选用的是现金流量折现法，将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企业期收

益的量化指标，并使用与之匹配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WACC)计算折现率。 

② 收益期限及预测期：企业价值测算中的收益期限通常是指企业未来获取收益的年

限。为了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益，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契约和合

同等，可将企业的收益期限划分为有限期限和无限期限。此次测算中确定测算基准日至

2023 年为明确预测期，2023 年以后为永续期。 

预期收益的确定：通过委估企业提供的相关预测数据及资料，预测、计算公司未来经

营期限的净利润。根据已签订的合同、协议、发展规划、历年经营趋势等因素的综合分析，

对评估基准日未来五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利润进行预测，忽略经营

的波动性进行预测。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通常采用收益法。收益法，是指被评

估资产组在被评估单位现有管理、运营模式下，在剩余使用寿命内可以预计的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来估算被评估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的评估思路。 

对于资产或资产组的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为全投资自由现金流折现法或称企业自

由现金流折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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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投资自由现金流折现法中的现金流口径为归属于整体资产或资产组现金流，对应的

折现率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评估值内涵为整体资产或资产组的价值。 

企业自由现金流模型可以分为（所得）税前的现金流和（所得）税后的现金流。本次

评估选用企业税前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基本公式为： 

n

n
n

i
i

i

rr

R

r

R
P

)1()1(

1

1 



 



  

式中：Ri：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税前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Rn+1：终值； 

n：预测期。  

③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测算收益额口径为企业税前自由现金流

折现，则折现率选取采用（所得）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BT）确定，其中权益资本

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估算，即权益资本成本=无风险收益率+权益系统风险

系数*市场风险溢价+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a. 本次评估参照国家当前已发行的全部 10

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平均水平确定；b.权益系统风险系数根据行业的股票

波动性来测算；c.市场风险溢价采用采用上证综指中的成分股投资收益的指标来进行分

析，年收益率的计算采用几何平均值的计算方法，对两市成分股的投资收益情况从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进行分析确定；d.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是在考虑中优

公司实际的规模、经营及财务风险的基础上确定。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计算所得，此次测算

使用的折现率为 13.40%。 

④ 明确预测期业务估算及分析：此次预测范围为中优公司经营性业务，主要为医用产

品消毒及皮肤消毒液。主要内容包括：a.营业收入：根据根据已签订的合同、协议、发展

规划、历年经营趋势等因素的综合分析；b.成本费用：根据收入的毛利率以及设备折旧为

基础预测营业成本，管理费用根据未来经营计划、固定费用占比、变动费用增幅综合考虑

进行预测。 

⑤ 永续期收益预测及主要参数：永续期业务规模按企业明确预测期最后一年确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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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虑增长，故增长率为零。 

单位 

关键参数 

预测期 
预测期

增长率 

稳定期

增长率 
利润率 

折现率（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

WACC） 

中 优 公

司 

2019 年-2023 年

（后续为稳定期） 
注 1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入、

成本、费用等计算 
13.40% 

注：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结合公司历史收入增长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重心，针对不同

品项，对未来年度的销量和销售单价进行预测，中优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销售增长率分

别为14.6%、15.6%、20.2%，2019年至2023年预计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司15.5%、13.6%、

12.1%、10.0%、5.0%。 

（4）中优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考核期 

 

承诺金额（万元） 

实现金额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

元） 

2018 11,200 11,810 

中优公司2018年度完成业绩承诺。 

（5）商誉减值测试的结论 

公司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9年4月15日中威正信评报字[2019]

第11004号《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上海中优医药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海中优

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103,464.62万元，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136,763.65

万元。经测试，上海中优形成的商誉本期不存在减值。 

二、关键参数的选取情况 

测试过程中使用到的关键参数例如收益期限、折现率、预测期业务情况等如“一、商

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中各项所述，在确定和计算过程中已考虑到中优公司的实际情况

包括其所处经济环境、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是管理层基于中优公司在测算基准日的实际

状况对未来业务作出预测并且根据对应模型计算所得，这些参数是客观、真实并且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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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合理性 

公司管理层判断：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未出现低于账面价值的情况，即公司未对商

誉计提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结合以上对商誉减值的测算、对测算过程中关键参数的选择

以及结合中优公司基本情况的分析，公司认为商誉未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是充分的。 

会计师意见：我们核查了管理层对资产组的认定和商誉的分摊方法，评价商誉减值测

试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参数的选择、预测未来收入及现金流折现率等数据，以及根据中

优公司历史表现判断未来经营计划的合理性。 

经过上述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商誉减值的测算过程是充分的，报告期末未计提商

誉减值是合理的。 

 

 

本回复仅供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复 2018 年年报问询

函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应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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