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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反馈意见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邦股份”）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106 号），现就关注函问题回复如下： 

 

2、结合深蓝环保与博睿赛思所处行业发展状况、经营环境、主要业务开展

及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等因素，说明你公司以前年度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和准确性，在 2019 年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估计判

断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

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 北京博睿赛思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睿赛思”） 

A、行业发展状况及经营环境： 

①红利消失 

2018 年开始，广告主投放预算增幅放缓，4G 时代用户在移动设备上花费的

总时间逐渐接近上限，流量红利消失愈加明显。但 2018 年市场用户基数和用户

花费时长还是处于上升阶段，红利尚未耗尽，2019 年表现尤为明显。根据

QuestMobile 发布的《2019 中国移动互联网秋季大报告》，2019 年 1-3 季度，中

国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仅增长了 200 万，同比增长不足 1%，人均单日时长仅增

加了 18 分钟，同比增长 5.45%，二者同比增长较 2018 年的 4.2%和 22.6%大幅下



降，2019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消失，时长红利渐微。 

②经济下行压力大 

受经济影响，资本市场的投资更为谨慎，能大量烧钱投放广告的创业公司在

减少。同时，大量中小型电商已倒闭或处于倒闭边缘，广告投放需求大幅度减少。

根据广告学院广告主研究所、国家广告研究院与央视市场研究（CTR）联合完成

的《2019 中国广告主营销趋势调查报告》，广告主对整体经济形势、行业发展前

景及公司经营情况的打分于 2018 年达到 2015 年以来的区间峰值，于 2019 年进

入波动下滑区间；同时，2019 年增加预算的广告主占比仅 33%，较 2018 年的

43%降低了 10%，为近十年以来的新低，而 2019 年减少预算的广告主占比高达

22%，较 2018 年的 14%增长了 8%，近十年以来仅次于 2015 年的 31%。2019 年

中国广告主的投放预算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冲击较为严重。互联网营销行业是

高度依赖的广告主高推广需求的行业，原本预算充足的广告主收紧了广告投放预

算，虽然初期预算尚未消耗完毕，2018 年未受到较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下行压

力持续增大，故在宏观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2019 年受到的冲击表现显著，

下半年尤为严重。 

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广告主、媒体、和代理商各方的应付、

应收账款周期均大大延长，现金流周转水平显著下降。结算周期的延长，直接导

致产业链上各方的资金压力，对业务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③模式转型 

艾瑞咨询《寻找营销的道与术-2019 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年度监测报告》中

指出，从调研数据中所得，对于广告主来说，将兴趣变成购买是整个消费者生命

周期中最具挑战性的阶段。1）目前，广告主通过社交、资讯等平台来接触消费

者，在投放过程中广告主通常会希望品牌传播能向品牌的官网和电商平台导流，

而当潜在消费者一旦进入了与消费者接触的平台，广告主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够进

行购买，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留住他们并进行更有效的沟通。2）这意味着，广

告主期待代理商提供的服务是品牌传播下互动与转化融合在一起的传播，而不是

单纯的品牌信息输出或品牌曝光。传统的机械整合各类营销渠道以增加品牌信息

输出或品牌曝光为目的的广告方式（如效果广告等）已不能充分满足广告主的需

求，而能把握从消费者接触到最终购买的全链路营销方式则成为 2019 年的新趋



势，这对中国互联网广告传统竞争者的持续盈利提出了较为迫切的转型要求。 

④竞争加剧 

优质流量越来越集中到互联网头部公司，让流量变得更贵，同时广告主对用

户转化率的要求越来越高，此外，由于经济环境不好，一些中小企业的广告主压

低了广告投放预算，代理商为了公司的持续运营，不得不接受广告主较低的出价，

上下游双向影响压缩了利润空间。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资料，中国互联网广

告行业前十名公司的市场份额由 2017 年的 90.92%上升至 2018 年的 92.67%，行

业集中度呈上升趋势；同时，2018 年 BAT 互联网广告收入占国内同行业总收入

的 69%，而根据独立咨询公司胜三预测，2020 年 BATT 互联网广告收入占国内同

行业总收入的比例将达到 80%以上，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特

征显著。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行业竞争更加激烈，而在寡头垄断的竞争格

局下，该等因素对其他竞争者的影响较寡头而言更为不利，且严重压缩了其利润

空间。 

⑤政策影响 

2018 年因游戏版号受封的影响，接近一年游戏版号的审批受限，导致游戏

行业发展受限，虽然在 2019 年情况有所好转，部分版号开始发放，但是对于整

个市场还是有较大的影响，游戏公司的业务整体下滑。此外，互联网金融、交友、

微信公众号也进入了整顿期，大量关停或业绩大幅下降，导致推广需求及预算也

大幅减少。 

B、主要业务开展情况： 

博睿赛思的 2016 年至 2019 年主要业务包括效果广告、DSP、移动增值服务、

品牌广告、互动广告等。由于经济低迷，广告主预算降低等因素，且互联网广告

发展多年，如效果广告和移动增值服务等传统业务模式的市场占有量逐渐下降，

导致收入下滑。新兴业务模式正在快速发展，博睿赛思也在保持原有业务的基础

上积极拓展新的业务模式，如 2019 年下半年增加互动广告，2019 年增加了视频

广告等。 

对于效果广告业务，除广告主预算减少外，广告主对广告的投放模式更换，

偏爱互动类型，此模式获取有效用户的效率更高，对于按照效果类型结算的渠道

需求量减少，此外，根据目前市场行情，智能手机发展多年，普及量较高，靠激



励量带来新增用户这种模式，市场上逐渐减少，广告主对这种类型的流量预算逐

渐降低，导致此类业务收入在 2019 年出现明显下滑，博睿赛思在 2019 年下半

年基本停止了此项业务。 

对于 DSP 业务（通过渠道竞价投放社交产品，与内容开发者按照用户充值分

成的商业模式），由于受 2018 年市场风控延续影响，市场主流媒体对涉及“社交”、

“视频直播”类产品审核的管控更加严格，获取用户成本环比上升约 40%。媒体的

配返优惠政策持续下调，2019 年年初同类型产品的市场又进行了一次洗牌。更

多的新、小型企业产品进入市场，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导致 2019 年此类业务收

入出现下降，从长期来看此项业务会持续低迷。 

对于移动增值业务，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4G 和 5G 市场的普及，用户对语

音的需求开始减少，尤其一二线城市部分用户多用流量来实现原来语音的功能，

另一个原因是运营商对于业务的推广管控严格，此项业务持续降低，2020 年及

以后会相对稳定的逐步减少。 

对于品牌广告业务，除广告主预算减少外，受市场环境影响，广电对游戏行

业产品版号下发较慢，且随着产品的推广，后续成熟产品大多在信息流媒体采量，

使博睿赛思品牌业务在 2019 年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对于互动广告业务，传统的业务模式遇到发展瓶颈，博睿赛思积极开展新的

业务类型。相较于效果广告的模式，互动广告更强调与用户的交互互动，提高了

用户的参与度，并更能有指向性的吸引对产品感兴趣的用户，得到更好的推广效

果，帮助广告主高效的获取有效用户。由于博睿赛思有多年的行业经验，拥有较

多的媒体资源，且从整个行业来说，互动广告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故博睿赛思

在 2019 年互动广告业务收入实现了较大幅的增长，业务转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

果。 

 

C、2018 年度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博睿赛思业绩承诺期为 2016 年至 2018 年，博睿赛思承诺期业绩如下：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承诺净利润（万元） 6,700.00 8,710.00 11,330.00 

净利润（万元） 6,797.01 8,879.36 11,544.40 

完成率 101.45% 101.94% 101.89% 



博睿赛思 2016 年-2017 年业绩较好，超额完成业绩承诺指标，且达到了收购

时据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

字[2016]第 A0305 号《评估报告》中预测的净利润。由于资产组博睿赛思的主要

业务为移动网络营销，经营战略未改变，市场业绩良好，因此公司管理层及会计

师认为原评估报告的假设增长率是合理的，商誉不存在明显减值迹象。 

2018 年度博睿赛思超额完成业绩承诺，根据公司聘请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结果，博睿赛思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可收回金额）高于资产组（含商誉）的账面价值，无需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D、2019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情况 

2019 年流量红利消失明显、广告投放需求及预算大幅度减少以及业务模式

的调整等因素导致博睿赛思业绩出现明显下滑，且预期经营环境短期内难以得到

可观的改善。此外博睿赛思业务转型的工作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未来实际的

经营效果还有待市场验证。从宏观及行业状况来看，公司认为博睿赛思减值迹象

明显。经与评估师、会计师沟通及初步测算，2019 年公司拟对博睿赛思账面商

誉价值计提 65,000 至 75,000 万元减值准备。 

 

（2） 四川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蓝环保”） 

A、行业发展状况 

 环保行业自去杠杆以来，资金扩张受阻，融资不畅导致工程建设进度放缓，

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收紧使其治污意愿和支付能力放缓，根据国信证券 2020 年的

行业研究报告，截止 2019 年三季度，环保企业资产负债率逐年攀升，应收账款

增速大幅高于营收增速，环保企业的回款压力继续加大，截至 2019 三季度环保

行业应收账款合计 846.75 亿元，同比增长 22.68%，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呈现不断

上升趋势。 

环保行业是典型的重资产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对资金有极大的需求，2018

年以来行业受到多重不利因素影响：金融去杠杆、融资环境收紧、PPP 清库存等

原因，导致 2018 至 2019 年很多环保企业经营困难加剧。根据《南方周末》2019

年 8 月 16 日的报导，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9 年 8 月，环保行业已发生 16 起

国资入股民营环保企业的案例，很多细分领域的行业领军公司在资金压力下选择

了引进国有资本进行强强联合，以求度过行业寒冬。根据国信证券 2019 年 12



月 2 日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环保行业国企民企融合，国企主导大环境整治成为

行业的主流趋势，包括碧水源、启迪环境等行业龙头也引入国资，在并购大潮下

行业竞争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B、经营环境及业务开展情况 

由于环保行业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放缓，部分地方环保工程项目进度推后，

深蓝环保年初跟踪的多个大型环保工程项目出现延期和进度放缓。此外，由于环

保行业资金紧张，竞争加剧，好的项目进一步向具有国资背景的优势企业集中，

导致深蓝环保获取优质项目的难度进一步增加。深蓝环保过去四年的高速成长主

要依赖环保工程业务的快速成长，但由于环保工程项目回款周期长，回款进度慢

等特点，导致深蓝环保应收账款余额较大，深蓝环保如果继续以原有模式发展一

方面要面临更大的行业竞争。另一方面需要更大的融资需求，但由于行业环境的

剧变，两方面条件客观上都无法继续支撑深蓝环保环保工程业务的继续扩张，深

蓝环保面临业务转型的迫切需求。 

鉴于这种情况，深蓝环保管理层在 2019 年中期开始调整经营策略，在业务

承接方面更加注重对回款条件的考量，对于收款条件不好但回款有保障的国有平

台项目根据公司资金情况承接，对付款条件不好的民营企业项目尽量减少承接或

不承接。上述调整导致深蓝环保 2019 年下半年实际承接的环保工程数量下降幅

度较大，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C、以前年度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深蓝环保业绩承诺期为 2015 年至 2018 年，深蓝环保承诺期业绩如下：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净利润（万元） 3,296.29 4,843.79 6,999.63 9,326.81 

承诺净利润（万元） 3,200.00 4,640.00 6,728.00 9,082.00 

完成率 103.01% 104.39% 104.04% 102.70% 

深蓝环保 2015 年-2017 年业绩较好，超额完成业绩承诺指标，且达到了收购

时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

[2015]第 A0091 号评估报告中预测的净利润。由于资产组深蓝环保主要环保工程

及环保设备销售，经营战略未改变，市场业绩良好，因此公司管理层及会计师认

为原评估报告的假设增长率是合理的，商誉不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2018 年深蓝环保实现营业收入 52,865.13 万元，实现净利润 9,327.00 万元，

完成了对应年度利润承诺目标，但受金融去杠杆、行业 PPP 项目清理等不利因素

影响，环保行业整体经营业绩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根据国信证券 2019 年 12

月 2 日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受金融去杠杆影响，2018 年环保板块业绩下滑明

显。2018 年 58 家环保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215.78 亿元，同比增长 8.09%；

共实现净利润 182.60 亿元，同比下降 33.12%。 

公司认为深蓝环保出现商誉减值迹象，公司聘请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进行2018年深蓝环保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评估，聘请广

州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2018年年公司合并报表年报审

计。根据公司聘请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2019年4月24日出

具的国众联评报字(2019)第2-0356号《资产评估报告》，包含商誉的深蓝环保资产

组可收回金额为87,549.59万元，低于资产组（含商誉）的账面价值919,691,804.30

元，2018年度确认商誉减值损失44,195,904.30元。 

 

D、2019年度计提商誉减值情况 

行业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业务的调整导致深蓝环保2019年下半年实际承接

的环保工程数量下降幅度较大，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深蓝环保预计由

于业绩下滑，未来可能将面临更困难的融资环境，这会加剧深蓝环保2020-2021

年的经营业绩的不确定性。此外深蓝环保业务转型的工作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未来的经营效果还有待市场验证。从宏观及行业状况来看，公司认为深蓝环保

减值迹象明显。经与评估师、会计师沟通及初步测算，2019年公司拟对深蓝环保

账面商誉价值计提10,000至20,000万元减值准备。 

 

年审会计师的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是首次承接普邦股份的年审业务，我们将严格根据审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普

邦园林 2019 年财务报表的期初数及本期数据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我们根

据目前所获取的资料以及所了解到的信息，初步判断公司因购买博睿赛思与深蓝

环保形成的商誉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由于我们的审计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因商



誉减值判断的复杂性，我们尚需通过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以便就公司整体商誉减值的会计估计和会计处理形成审计意见，商誉具体

减值金额及会计处理，以我们对普邦股份发表的审计意见为准。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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