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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相关会计政策，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相关资产进

行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部分资产存在减值情形，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坏账损失 29,374,720.8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2,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15,556,800.00 

贷款损失准备 -989,954.51 

商誉减值损失 67,628,756.81 

合计 113,570,323.14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一）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1、应收款项的计提办法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 报告期末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 15%及以上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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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

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单项金额重大经单 独测试未发生减

值的应收账款，再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3 个月以内（含 3 个月，以下同） 0 

4-6 个月 10 

7-9 个月 30 

10-12 个月 50 

12 个月以上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理由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债务人已出现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恶化、债务

人偿债能力降低或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超过三年以上、债务人可

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等情形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有客观证据

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且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

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存在显著差异，则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坏账准备。 

（4）其他 

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余额占其他应收款余额 15%及以上的其他应收款为单

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均进行单独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

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 

2、根据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本报告期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其他应

收款坏账准备合计 29,374,720.84 元。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1、金融资产（不含应收款项）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股票代码：002707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19-043 

债券代码：128022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3 

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本公司于资产负债

表日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发生减

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准备 

报告期末，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下降，或在综合考虑

各种相关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则认定其已发生减值，将

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确认减值损

失。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

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

转回，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 

公司对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下跌“严重”的标准为：a.被投资

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很可能倒闭或者财务重组；b.被投资人经营所处的技术、

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2）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减值准备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损失的计量比照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量方法处理。 

2、根据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本报告期公司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2,000,000.00 元。 

 

（三）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计提情况说明 

1、长期股权投资减值计提办法 

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

值的，将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回收金额，减计的金额确认为减值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2、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通过 SKY MASTER 

HOLDINGS LIMITED 参股运营的 Air Belgium S.A.（比利时航空），因经营情况

不达预期，预计无法收回相关投资金额，根据相关会计政策，对 SKY MASTER 

HOLDINGS LIMITED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15,556,800.00 元。 

 

（四）贷款损失准备 

1、贷款损失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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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对每一单项贷款按其资产质量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

五类，其主要分类标准和计提损失准备的比例为： 

资产质量 分类标准 损失准备计提比例 

正常 
交易对手能够履行合同或协议，没有足够理由

怀疑债务本金和利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 
1.5% 

关注 

尽管交易对手目前有能力偿还，但存在一些可

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的债权类资产；

交易对手的现金偿还能力出现明显问题，但交

易对手的抵押或质押的可变现资产大于等于债

务本金及收益 

3% 

次级 

交易对手的偿还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

其正常经营收入无法足额偿还债务本金及收

益，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 

30% 

可疑 
交易对手无法足额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即使

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 
60% 

损失 

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

后，资产及收益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

少部分 

100% 

2、根据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本报告期公司冲回贷款损失准备 989,954.51 元。 

 

（五）商誉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等相关

规定，公司对形成商誉的相关资产组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收益法确定可回收金

额，与资产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确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同时，公司聘

请了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商誉金额较大的竹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

海悠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开元周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Activo Travel 

GmbH 的商誉相关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相关评估报告。 

参考相关评估结果，并基于历史经营数据、旅游行业及被收购公司所处行业

的发展趋势、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式、被收购公司与公司的合作方式等制定最近一

期财务预算和未来规划目标，预计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和费用率等参照行业水平

和历史数据确定，预测未来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量现值，预测期为 5 年，稳定期

现金流保持在预测期最后一年的水平，各项资产组在减值测试过程中现金流量预

测所用的税前折现率为 14.67%-16.06%。 

主要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减值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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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商誉报告期末账面

原值 

商誉报告期末减值准

备金额 

竹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91,086,223.50   

上海悠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5,538,215.80 22,581,082.18 

北京开元周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  
52,478,671.09 17,118,782.67 

Activo Travel GmbH  46,496,724.68 17,067,524.37 

苏州众信星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604,815.09 6,604,815.09 

优耐德(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016,069.92   

上海众信巨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602,920.41   

九江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1,742,921.61 1,742,921.61 

广州众信旅行社有限公司  1,312,507.63 1,312,507.63 

Sarl ansel  973,635.45 973,635.45 

北京悠联货币汇兑有限公司  271,242.46   

KAYTRIP DE MEXICO SA DE CV  192,864.98 192,864.98 

江苏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4,622.83 34,622.83 

内蒙古众信旅游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  
1,984,904.58   

石家庄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985,545.54   

河北众信省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508,000.00   

南通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993,769.56   

合计 761,823,655.13 67,628,756.81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113,570,323.14 元，减少公司 2018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841,433.91 元。上述数据已经北京中证天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了《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 2018 年

度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允反映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和 2018 年度的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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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

决策程序规范合法；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

允反映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 2018年度的经营成果，

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

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

充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能更加客

观、公允反映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 2018 年度的经

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3 日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