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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3              证券简称：*ST当代               公告编号：2020-052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6月2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137号《关于对当代东

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简称“年报问询函”）之后，公司董事会

会同公司 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的年审会计师，对《问询函》所提各项询问逐项进行了认真核实与分析，

已按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5 亿元，同比下

降 36.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2 亿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34 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62 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电

视剧、电影、综艺节目、影院运营、演唱会、广告以及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业务等。 

（1）结合你公司各业务所处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收入、成本、

费用、毛利率等关键财务指标，详细说明你公司主要经营数据发生重

大变动的原因，并说明你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持续

经营和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营业收入分行业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9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495,010,481.23 100% 776,206,020.29 100% -36.23% 

分行业 

文化传媒 495,010,481.23 100.00% 776,206,020.29 100.00% -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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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 

电视剧 104,032,077.03 21.02% 143,777,202.71 18.52% -27.64% 

电影  0.00% 1,504,230.00 0.19% -100.00% 

综艺节目 27,564,869.04 5.57% 8,405,660.33 1.08% 227.93% 

广告业务  0.00% 285,590,214.32 36.79% -100.00% 

影院运营 178,899,018.16 36.14% 183,360,887.96 23.62% -2.43% 

演唱会 146,070,696.94 29.51% 133,990,401.50 17.26% 9.02% 

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业务 
35,617,058.93 7.20%   100.00% 

其他 2,826,761.13 0.57% 19,577,423.47 2.52% -85.56% 

 

公司营业收入下降比例为 36.23%，其中主要为电视剧及广告业务收入下降

所致。 

在内容监管、税收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电视剧市场的收视率及剧

集产能出现了下滑。近两年以来，大量影视剧项目推进不及预期，行业开机数量

锐减。同时，受金融去杠杆、紧缩银根的政策的影响，市场资金环境紧张。 

此外，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APP异军突起,挤占了用户的使用时间,

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传统电视媒体以及视频网站造成进一步冲击。传统电视媒体以

及视频网站的主要营收来源于品牌广告的投放，在此背景下，品牌方将大量广告

费用投放于抖音、快手、微信等信息流效果广告。导致传统电视媒体及视频网站

广告收入大幅缩减，采购费用也随之缩减。从而导致文化传媒行业的公司营业收

入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2018 年，公司采购了数十部优质二三轮剧并于当年获得购片发行收益，而

参与投资或自投自制的电视剧、纪录片项目因存在拍摄周期，一般于次年完成制

作后进行销售。 

受到行业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2019 年度公司现金流一直处于趋紧状

态，未再进行电视剧的采购及销售，本年度不存在购片发行收益。公司 2019 年

度实现的影视剧业务收入主要为以前年度投资的电视剧或纪录片所产生的投资

收益，而投资收益相较于电视剧购片发行收益成本更高、利润空间较小。与此同

时，公司 2019 年实现收益的影视剧项目数量整体较 2018 年大幅下滑。以上原因

共同导致公司影视剧业务收入下滑了 27.64%。 

对于广告业务，2018 年公司广告业务开展主体为霍尔果斯耀世星辉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2018 年 10 月，公司将耀世星辉股权出售。2019 年度，耀世星辉不



3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2019 年度，公司未发生广告业务，广告业务

收入为 0。 

为了改善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整体抗风险能力，公司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

点，并于报告期内收购了北京天弘瑞智科技有限公司 40%股权。天弘瑞智 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3,561.71 万元，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净利润为 801.84 万元。 

综上，公司电视剧业务盈利模式的变化以及新业务领域的开拓，主要系公司

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积极调整战略以及控制风险的有利转变。但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的有效改善还需时间，公司存在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如果

公司 2020 年度不能实现经审计的净资产、净利润均为正值，公司股票将被暂停

上市，公司同时存在退市的风险。 

为了有效改善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已采取如下措施： 

1、2020 年，公司加大应收收账款催收力度，尽快回收应收账款。目前公司

通过谈判、诉讼等形式，预计能回收一部分电视台的应收款项。 

2、2020 年，公司加大银行贷款及合同纠纷等诉讼事项的和解工作力度。公

司与焦作中旅、厦门银行、兴业银行已经签署续贷协议，与宁波银行达成分期付

款协议。目前正在争取与广州农商行、民生银行、本溪银行等达成分期付款或和

解协议；同时加大因合同纠纷引起的诉讼事项的和解工作力度，尽快解决各类诉

讼事项。 

3、2020 年下半年，公司计划加大对科技板块新业务经营的投入。控股子公

司天弘瑞智是一家构建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

业生态应用场景的公司。天弘瑞智具备软件研发、技术服务、系统集成等相关资

质，公司 2020 年计划加大对该公司的投入，保证其经营业务能稳步增长，为公

司带来良好的经营收益 

4、2020 年下半年，做好优质影院的经营工作。影院市场的运营未来将随着

疫情情况的有效控制得到逐步改善恢复，公司持续加强影院运营管理，做好影院

经营。 

5、储备影视剧项目。《邓丽君之我只在乎你》《京港爱情故事》《大哥》《大

河长流》等电视剧已经进入筹备拍摄或后期制作或发行播出阶段，品类丰富。 

6、储备演唱会业务。当代亚美继王力宏演唱会全球巡演之后，将继续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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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一线大咖线下演出，待 2020 年下半年疫情风险解除即可恢复举办，如新

裤子乐队等。 

7、2020 年稳步推进合伙人计划优质项目的运营。当代陆玖系合伙人计划中

优质资产，在影视剧出品、营销推广等业务的基础上，今年加码短视频业务，与

抖音快手等平台合作，开辟全新盈利模型。 

8、公司不排除继续与优质合伙人团队合作，开展新业务，寻求新的利润增

长点。 

9、持续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2020 年 3月，公司根据再融资新规，对

前期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了调整。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将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23 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6.5 亿元，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公司日常业务经营所需流动资金。鉴于公司

二级市场股价出现下跌，已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价格，公司与认购方就本次

非公开发行事项重新进行商谈，并持续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 

（2）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电视剧业务收入 10,403.21 万元，较

去年下滑 27.64%，前五名影视剧作品收入合计 5,600.84 万元，较去

年下降 36.88%，请你公司结合电视剧行业发展情况、前五名影视剧

题材、演员阵容以及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走势，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影

视剧销售收入下滑的原因，前五名影视剧作品的单集销售价格情况，

较以往年度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补充披露差异原因； 

回复：近年来，电视剧市场的收视率及剧集产能出现了下滑，影视内容制作

产业陷入低谷期。大量影视剧项目推进不及预期，行业开机数量锐减。此外，受

金融去杠杆、紧缩银根的政策的影响，市场资金环境紧张。 

此外，公司2019年与2018年影视剧业务收入中所对应的电视剧业务的盈利模

式存在差异。2018年，公司电视剧业务主要通过优质二三轮剧的购片发行产生收

益，实现了电视剧《美好生活》《转折中的邓小平》《我的岳父会武术》《鸡毛

飞上天》《那年花开月正圆》《爱情的边疆》《皮影》等优质剧集购片发行收入。

2019年度，公司电视剧业务主要通过以前年度所投资的电视剧或纪录片获得投资



5 
 

收益，公司未再采购电视剧，仅推进在拍剧的进度，并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二三轮

剧的销售计划。与此同时，公司获得收入的影视剧数量相较于2018年度大幅下滑。 

2018年度，公司前五名影视剧题材主要以都市情感剧为主，例如《美好生活》

《爱情的边疆》等，为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类型，首轮播出的出色收视率为公司对

其二三轮的销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2018年度电视剧业务的盈利模式主要为

购片发行收入，即公司以较低成本采购电视剧，之后再销售给电视台，以取得收

入。2019年度，公司为电视剧《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提供制作服务，仅收取制

作费用；纪录片《原声中国》为公司自投自制项目，且为公司首次参与纪录片的

投资制作，该纪录片以民歌为载体讲述故事、见证历史，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但相较于市场热点题材，其收视率较为一般；电视剧《为了明天》为公司参与投

资的电视剧项目，投资份额占比为5.56%，占比较小，且为保底回报；《因法之

名》为公司参与拍摄制作的电视剧，公司同时负责该剧的发行，由于其题材为法

制剧，曾因受到政策的影响，导致发行成本上升，收益下降；《我的冤家住对门》

为公司存量剧，该剧本次播映权的转让未获得利润。 

2018年度以及2019年度公司影视剧作品的题材、演员阵容、盈利模式详见下

表所示： 

2018年度前五名电

视剧 
题材 演员阵容 

盈利

模式 

2019年度前五

名电视剧 
题材 演员阵容 盈利模式 

电视剧《美好生活》 
都市情感

剧 

主演: 张嘉

译、李小冉、

宋丹丹、牛

莉 

购片

发行

收入 

电视剧《他其实

没有那么爱你》 

当代都市

剧 

演员：宋

茜、郑恺 

收取制作费

用 

电视剧《欲望之城》 
都市情感

剧 

主演：杨颖,

任重 

制作

费用

收入 

电视剧《为了新

中国》（原名：

《为了明天》） 

近代革命

剧 
- 投资收益 

电视剧《爱情的边

疆》 

年代情感

剧 

主演：殷桃、

王雷、李乃

文 

购片

发行

收入 

电视剧《因法之

名》 
法制剧 

演员：李幼

斌、李小

冉、张丰毅 

投资收益、

发行收入 

电视剧《皮影》 
年代谍战

剧 

主演：王骏

毅、蒋毅、

购片

发行

收入 

纪录片《原声中

国》 

以民歌为

载体讲述
不适用 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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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奇奇、周

华 

故事、见证

历史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

的邓小平》 
历史剧 

主演：马少

骅、萨日娜、

张嘉译、宋

佳 

购片

发行

收入 

电视剧《我的冤

家住对门》 

都市情感

剧 

主演：陈

赫、王鸥、

包贝尔 

存量剧的播

映权转让收

入，未产生

利润 

备注：公司2019年度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前五名的电视剧及其他类型影视作品收入的

披露有误，上表中为更新后的影视剧项目，同时公司将对2019年年度报告进行更新。 

 

综上，受到行业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2019 年度公司现金流一直处于

趋紧状态，未再大规模采购电视剧，电视剧业务投资规模缩减、所投资的影视剧

数量大幅下滑，且影视剧业务收入模式、类别、题材、演员阵容、相较于 2018

年存在差异，报告期内公司影视剧收入产生下滑。 

（3）报告期内，你公司广告业务收入为 0，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你公司广告业务的主要内容，开展主体，报告期内的业务开展情况，

并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广告业务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报告期内，公司未开展广告业务。2018 年度，公司广告业务的主要

内容为与河北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等电视台就口播广告、硬广、线下活动、

栏目冠名、特约广告、专题广告等形式开展广告业务；开展主体为霍尔果斯耀世

星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8 年 10月，公司将耀世星辉股权出售。2019 年度，

耀世星辉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2019 年度，公司未发生广告业务。 

2020 年，公司根据广告业务的整体投资机会、风险、可行性分析等，综合

判断是否会进行投资，公司广告业务的开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报告期内，你公司演唱会业务收入 14,607.07 万元，主要来

源是王力宏“龙的传人 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收入，请你公司详细说明

你公司截至目前获得的艺人演唱会独家代理权情况，并说明该部分收

入是否具备持续性； 

回复：根据公司与 Hongsheng Culture Holdings Ltd签署的《<世界巡回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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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会>代理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公司具有王力宏41场演唱会的独家代理权，

截至2020年1月31日，上述41演唱会已举办完毕。因此，对于王力宏演唱会业务，

该部分收入不具备持续性。 

公司控股孙公司霍尔果斯当代亚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亚美”）

具有专业团队在商业演唱会、大型商业演出、艺人经纪业务领域开展整合及运营

业务。继公司开办完成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后，当代亚美参与投资了新裤子乐

队两场演唱会项目。当代亚美将根据国内新冠疫情情况、项目盈利能力、自身资

金情况推进与优质艺人的全方位合作，全面开拓市场。 

鉴于公司现金流紧张，演唱会业务规模预计相较于2018年度以及2019年度将

大幅缩减。此外，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所投资的新裤子乐队演唱会项目暂

时未能开唱，且存在无法在2020年度顺利开展的可能性。若上述事项未能改善或

缓解，公司2020年度演唱会业务收入将大幅缩减。 

（5）你公司三季报显示，你公司孙公司北京当代云晖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当代云晖”）以人民币 26.8 万元购买北京天弘瑞智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瑞智”）40%的股权，报告期内，天弘瑞

智实现营业收入 3,561.71 万元，净资产为 2,471.64 万元，请你公司详

细说明天弘瑞智的主营业务情况，购买天弘瑞智 40%股权的交易是否

构成关联交易，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说明该次

交易的定价依据，并核实年报中将天弘瑞智认定为“参股公司”是否合

理； 

回复：天弘瑞智的主营业务情况为：1、行业混合云平台及大数据平台相关

软件产品的销售，客户化定制及开发服务，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93.89 万元；

2、 基于 OpenStack 开源平台进行客户私有云及混合云的管理和运维的实施和服

务，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854.69 万元；3、大企业的 IT 系统集成业务，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913.13 万元。 

公司控股孙公司北京当代云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云晖”）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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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市聚力必成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力必成”）以及北京

晟世众合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世众合”）与自然人王璐及刘建国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方”）于 2019 年 9 月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当代云晖

以人民币 268,000 元收购自然人刘建国持有的北京天弘瑞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标的公司”）40%股权，聚力必成以人民币 201,000元收购自然人王璐持有

的标的公司 30%股权，晟世众合以人民币 201,000 元收购自然人王璐持有的标的

公司 30%股权。 

本次共同收购股权的合作方三明市聚力必成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更名为“龙岩市聚力必成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情况为自

然人李宁持有60%股权、自然人魏凯持有40%股权，上述自然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北京晟世众合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的股东情况为巩原磊持有79%股权，

吴恩涛持有21%股权，公司与上述自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收购事

项不构成与关联方的共同投资。 

公司本次购买天弘瑞智4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自然人刘建国，刘建国与公司

亦不存在关联关系。综上，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瑞世联”）以2019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天弘瑞智全部股东权益价

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中瑞评报字[2019]第000813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评估报告》”）。天弘瑞智属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成立时间较短，2019

年开始开展业务，因此《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客观反映天弘

瑞智的市场价值。本次评估结论为：天弘瑞智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88.31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21.25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67.06万元，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67.06万元。公司根据上述评估结果以及所收购的股权比例

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26.8万元人民币，定价公允合理。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董事会在进行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时，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

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交易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由董事会批准，并及时披露：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07264732-c314639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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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二）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三）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 

（六）公司发生的所有对外担保事项。”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购买或出售资产披露的相关规定与公司章程对

于购买或出售资产上董事会审议的标准相同，此处不再重复引用。 

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指标与天弘瑞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指标对

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财务指标 当代东方 天弘瑞智 占比 

资产总额 2,136,197,643.35 883,023.72 0.04% 

营业收入 776,206,020.29 1,767,380.21 0.23% 

净利润 
-1,601,003,480.22 

（备注：计算占比时取绝对值） 
694,368.97 0.04% 

净资产 553,212,205.43 670,556.47 0.12% 

 

根据上表中天弘瑞智各财务指标与公司的占比情况，以及本次交易金额共计

426.8万元人民币（包含股权收购款26.8万元以及实缴注册资本400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0.77%，且本次交易未产生利润，因此本次交易不需要提

交董事会审议亦不需要进行专项披露。但鉴于本次公司所收购的标的从事的业务

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新领域，公司在2019年度三季度报告中对本次交易事项进

行了简述。 

鉴于公司为天弘瑞智的第一大股东，且董事会席位占比为三分之二并选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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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监，因此天弘瑞智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年报将天弘瑞智认定为“参股

公司”不合理，公司年报披露有误。 

 

（6）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衍生业务的具体构成。 

回复：报告期内，公司衍生业务主要涵盖 12590 语音杂志业务、移动积分商

城业务、影视内容授权服务费、推广服务费等。公司将其他业务分类至衍生业务，

分类不清晰，公司将对 2019 年度报告进行更新，将衍生业务类别去除，新增其

他业务。 

2.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电视剧业务毛利率为 36.48%，较

上年同期下降 17.12 个百分点，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电视剧业

务毛利率大幅降低的原因，并结合公司的业务模式、核心竞争力、业

务开展情况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应业务的毛利率情况，详细说明公

司报告期内电视剧业务毛利率下降的合理性。 

回复：2018年度，公司电视剧业务成本主要为10余部二三轮剧的采购成本，

采购成本较低。2019年度，公司实现收入的电视剧业务成本主要为投资成本，虽

项目数量大幅减少，但单个项目的投资成本比采购一部电视剧成本高。近两年公

司电视剧业务成本分别为6,671万元以及6,608万元，基本持平。因此，相较于2018

年度，公司2019年度毛利率下降的原因主要为公司影视剧业务收入下滑。公司电

视剧业务收入下滑原因详见第一题（2）的回复。 

2019年，文化传媒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毛利率水平相较于2018年呈现下降趋

势，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2019年毛利率 2018年毛利率 

华策影视 18.91% 25.92% 

慈文传媒 23.8% 10.14% 

欢瑞世纪 -6.33% 58.66% 

当代东方 36.48% 53.60% 

 



11 
 

3. 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5.35%，已全部被质押及冻结，请你公

司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是否存在被处置的风

险，以及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采取的措施。 

回复：公司第一大股东当代文化所持公司54,861,111股股票存在被拍卖、变

卖的风险。若未来公司控股股东的债务得不到有效化解，其所持公司股份存在被

拍卖、变卖的风险，将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

险。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

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中第四点：可能面对的风

险”。 

当代文化及一致行动人就上述股权质押及冻结事项一直努力与质押权人和

各债权人进行积极沟通协商，通过补充抵质押物、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出具和

履行还款承诺等方式，妥善处理和化解了多起涉及股份质押和借款纠纷，通过处

置资产、催收应收账款等方式，积极筹措资金，化解债务危机，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针对已经发生的诉讼，通过聘请专业律师团队，争取与各质权人和债权人

协商采取调解及和解方式解决争议，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4. 年报显示，你公司原董事会秘书于 2019 年 07 月 19 日离职，

截至目前，你公司尚未聘任董事会秘书，仍由董事长代行董秘职责。 

（1）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你公司长期未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原因，

以及截至目前董事会秘书的聘任进展以及预计完成聘任的时间； 

回复：鉴于公司所处文化传媒行业近年来市场环境处于下行阶段且公司整体

发展面临挑战、现金流紧张，导致公司对于董秘的招聘工作存在一定的困难。截

至目前，公司一方面在市场中寻找合适的人选，一方面进行内部储备以及人才培

养，争取尽快完成董秘选任工作。 

（2）由于你公司董事会秘书长期空缺，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你公

司如何保障信息披露事务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质量，以及你公司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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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和内部决策机制是否能够有效运行，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是否能够保障勤勉尽责； 

回复：公司董事长施亮先生在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十分重视公司信息

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以及三会管理工作，并积极参加监管机构组织的培训，全

力督促公司各部门配合信披工作，能够勤勉尽责。此外，公司及证券部有专业的

人员作为日常信息披露工作、三会管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有力支撑，保障了公

司三会运作和内部决策机制的有效运行。2019年度，公司共计召开了十一次董事

会、三次股东大会。从会议议案资料的准备、会议的召开至董事会决议以及议案

的披露，公司均顺利开展、及时完成。 

（3）请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3.2.5

条的规定，尽快选聘董事会秘书，并做好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

工作。 

回复：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3.2.5 条

的规定，尽快聘任董事会秘书，并做好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5. 年报显示，你公司共有 44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请你公司详细

说明该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

修订）》第 13.3.1 条第二款“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并结合你

公司可使用货币资金情况，详细说明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解决时间。 

回复： 

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原因主要为：第一，公司流动性出现困难导

致未及时偿还相应债权人的贷款；第二，公司存在业务合同纠纷，原告申请了财

产保全。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共计 43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招商银行深圳

分行深纺支行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公司累计被冻结银行账户实际金额 828.11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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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数量占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总量的比例约为 24%，被

冻结银行账户涉及的主体 7个，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的比例为 11.86%。 

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未对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和业务的开展产生实质性影

响，目前公司主要业务以子公司为主体独立经营。此外，涉及被冻结银行账户的

其他主体仍可通过其他一般户进行日常款项的收付。 

综上，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未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

月修订）》第13.3.1条第二款“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 

通过应收账款以及其他应收款的催收，公司已陆续实现款项的回收。从短期

来看，公司的账面资金余额可以维持日常经营管理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并用于进行

业务投资款的支付。从长期来看，公司将采取措施化解流动性风险并改善公司持

续经营状况，具体措施详见第一题（1）的回复。 

如相关措施可以得到有效执行，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不会对公司可持续经营

性造成较大影响；若上述措施的执行不达预期，公司不排除其他银行账户新增冻

结，现金流进一步紧缩，进而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存在可持续经

营能力具有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6. 年报显示，你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或仲裁共 23 起，

部分已判决待偿付债务 2.76亿元，计提已决诉讼预计负债 2.76亿元，

请你公司自查公司诉讼事项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诉讼事项，并补充说明每一单诉讼事项（包括未决诉讼）

的会计处理、金额、依据及合理性，并说明计提预计负债的金额，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等相关规定，并请你公

司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预计负债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

并重点说明公司未决诉讼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回复：经公司自查，公司诉讼事项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

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已计提的预计负债详见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原告 被告（被 预计负债计算过程 账面计提 本期支付 期末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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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申请人） 

判决偿

还基本

金① 

判决偿还利

息基数② 

判

决

每

天

应

付

利

率

③ 

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利息应

计天数④ 

应

承

担

诉

讼

费

⑤ 

账面

已计

负债

⑥ 

预计负

债应计

提金额

⑦=①+

②*③*

④+⑤-

⑥ 

金额⑧ 或转入其

他应付⑨ 

负债余额

⑩=⑧-⑨ 

1 

江苏省

广播电

视集团

有限公

司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16,000.

00  

不

适

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适

用 

16,000.

00 

16,000.0

0  

16,000.0

0 

2 
中视传

媒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5,319.0

5  

0.0

001

342 

197.00 
30.

00 

842.3

9 

4,647.3

3 
4,647.33 

 
4,647.33 

3 

北京理

想传媒

股份有

限公司 

当代东方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80.00 800.00 

0.0

004

110 

457.00 
  

230.25 240.00 
 

240.00 

4 

天津九

合文化

传媒有

限公司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霍尔

果斯盟将

威） 

1,690.0

0 
1,690.00 

0.0

001

342 

128.00 
12.

32 

1,500

.00 
231.36 231.41 

 
231.41 

5 

捷成儿

童娱乐

（天津）

有限公

司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456.00 456.00 

0.0

001

342 

791.00 
 

456.0

0 
48.42 48.47 

 
48.47 

6 

连云港

星美文

化传播

有限公

司 

北京华彩

天地科技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

0 
500.00 

0.0

005

370 

395.00 
 

1,000

.00 
106.05 108.67 186.48 -77.81 

7 

北京红

鲤鱼数

字电影

院线有

限公司 

北京华彩

天地科技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240.00 
    

160.0

0 
80.00 8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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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明鑫国

际广告

（北京）

有限公

司 

河北当代

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6,485.6

1 
7,644.30 

0.0

010

000 

502.00 
14.

38 

3,827

.00 

6,510.4

3 
6,496.05 

 
6,496.05 

9 

江苏华

利文化

传媒有

限公司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3,413.6

0 
3,413.60 

0.0

0 
812.00 

3,7

85.

71 
 

3,785.7

1 
3,785.71 3,785.71 

 

合计 
7,785

.39 

27,853.

84 

31,637.6

4 
3,972.19 

27,665.4

5 

以上案件已经法院判决或仲裁庭裁决，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

事项》的规定：“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义务应当在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时确认为

负债，作为预计负债进行确认和计量：(1)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2) 履

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根

据法院判决结果或仲裁庭裁决结果，以上或有事项已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因

此，公司对诉讼或仲裁的会计处理、金额、依据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

—或有事项》相关规定的。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尚未计提预计负债且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

人的诉讼或仲裁明细详见下表： 

序号 原告 被告 
涉案金额（万

元） 
备注 

1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2,415.00 对于公司与盛

世骄阳关于下

述四部电视剧

的相关诉讼《我

在回忆里等你》

《结婚的秘密》

《龙门镖局》以

及《赵氏孤儿》

尚正在审理中，

未终审判决，由

于相关案件最

终审理结果尚

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公司尚未

2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1,166.40 

3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1,545.14 



16 
 

计提预计负债。 

4 东阳多美影视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被告一）、江苏华利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被告二） 

3,806.64 

法院尚未判决

且案件复杂，无

法估计损失 

5 绥化埃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院线、当代浪讯 552.00 

对方存在违约

在先，预计不会

败诉，无需计提 

6 
菏泽市牡丹区观恒影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当代浪讯、无锡观恒影院管理有

限公司 
366.50 

案件复杂，无法

判断判决结果

及金额，因此未

计提 

合计 9,851.68 
 

对于以上诉讼，年报中公司已要求代理律师提供案件进展并对诉讼结果进行

预测，公司根据预测结果并结合自身是否实际违约，判断以上诉讼并未形成公司

需承担的现时义务，且金额无法估计。根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

事项》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诉讼事项未计提预计负债。 

会计师回复：我们获取了企业的预计负债明细表，了解预计负债计提依据，

取得判决文书，重新计算预计负债应计提金额。结合企业账面已记录负债、实际

已支付金额等重新计算预计负债余额。 

此外，我们还获取了企业的诉讼、仲裁清单，包括原告、被告、案由、诉讼

进展等要素，我们对每笔诉讼、仲裁上网搜索案件实际进展，检查诉讼、仲裁情

况并与企业提供的诉讼、仲裁清单进行核对，确保企业提供的诉讼、仲裁事项是

完整的。由于企业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诉讼或仲裁事项主要为债务纠纷，计提预

计负债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我们重点检查了企业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或

仲裁事项。对未决诉讼或仲裁向案件代理律师进行函证，要求其说明案件进展、

对判决结果及金额做出专业预测，提供所有案件相关资料。我们根据律师回函及

案件相关资料判断企业的未决诉讼、仲裁是否形成现实义务、预计损失金额是否

能够可靠计量，进而判断是否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 

根据审计结果，我们判断公司对未决诉讼、仲裁的会计处理是合理的。 

7.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商誉减值 903.35 万元，主要

原因是霍尔果斯当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东方院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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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下属 4 家影院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导致所在商誉资产组发生减值。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上述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合的具体内容，分

类依据，以及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和方法，并结合本次疫情对相关资

产的影响说明本次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一）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合的具体内容 

公司聘请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 2019 年 12 月 31日霍尔果斯当

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东方院线管理有限公司下属 4 家影院（扬州

东方影城有限公司、汉中艾斯环球文化影视有限公司、南通东方时代影视城有限

公司、哈尔滨二十一天云幕电影有限公司）资产组进行可回收价值评估，并分别

出具了“中瑞评报字[2020]第 000255 号、中瑞评报字[2020]第 000251 号、中瑞

评报字[2020]第 000248 号、中瑞评报字[2020]第 000253 号”《资产评估报告》。

具体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

额 

商誉减值准

备 商誉 长期资产 合计 

扬州东方影城有限公司 1,938.99 789.98 2,728.97 2,680.00 48.97 

汉中艾斯环球文化影视有限公

司 
321.63 1,326.63 1,648.26 1,340.00 308.26 

南通东方时代影视城有限公司 1,595.04 1,222.65 2,817.70 2,540.00 277.70 

哈尔滨二十一天云幕电影有限

公司 
818.90 489.52 1,308.42 1,040.00 268.42 

（二）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合的分类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规定，有迹象表明一项资产可能

发生减值的，企业应当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回收金额。企业难以对单项资

产的可回收金额进行估计的，应当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

回收金额。资产组的认定，应当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

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同时，在认定资产组时，应当考虑企业管理层

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方式和对资产的持续使用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等；资产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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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确定，各个会计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同时根据证监会发布的《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商誉减值审计与评估专

题检查情况的通报》按照准则要求，资产组一般以长期资产为主，不包括流动资

产、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溢余资产与负债、非经营性资产与负债，除非不考

虑相关资产或负债便难以预计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综上，本次评估把涉及霍尔果斯当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东方

院线管理有限公司下属 4家影院（扬州东方影城有限公司、汉中艾斯环球文化影

视有限公司、南通东方时代影视城有限公司、哈尔滨二十一天云幕电影有限公司）

归属影院经营业务资产组的全部可辨认的长期资产及分摊的商誉确定为资产组，

并以该资产组为基础进行相关商誉减值测试。 

（三）收益法评估具体过程和方法： 

1、关键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

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

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3）假设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

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4）假设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于年度内均匀获得净现金流。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保持目前的市场

竞争态势。 

（6）假设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现有主营业务、产品结构以及销售策略和成

本控制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7）假设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提供的盈利预测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 

2、预测期 

对于霍尔果斯当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东方院线管理有限公

司下属 4 家影院（扬州东方影城有限公司、汉中艾斯环球文化影视有限公司、南

通东方时代影视城有限公司、哈尔滨二十一天云幕电影有限公司）的收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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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资本结构、风险水平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宏观政策及其他影响企业

进入稳定期的因素，确定预测期为 5年，即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2025 年之后为稳定期。 

3、关键参数 

资产组预测的预计现金流基于公司管理层批准的 2020 年至 2024 年的财

务预测确定， 5 年以后假设资产组现金流趋于稳定并进入永续期。预计现金流

计算的假设包括基于该资产组过去的业绩、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管理层对市场发展

的预期估计的营业收入、毛利率、费用、折旧摊销和资本性支出等。 

（1）营业收入的预测 

1）票房收入 

电影票房收入是指电影作品通过院线渠道发行取得的票房总收入（包括院线、

发行方售出的团体票）。 

票房收入=年放映场次×场均人数×平均售价 

2020 年初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自 2020 年 2月至评估报告日影院尚未开

始营业，影院暂定 5 月底开业，并逐渐恢复正常营业，本次按照 7月恢复正常营

业进行收入预测。2020 年仅预测 1月及 7-12 月的年放映场次、场均人数、平均

售价，考虑到即使开业场均人数也会受到影响，故 2020 年年放映场次、场均人

数、平均售价不考虑增长。结合企业历史增长趋势，2021-2024 年放映场次、场

均人数、平均售价有所增加，2024 及以后保持不变。 

2）卖品收入 

影院在售票处或其他公共区域提供包括饮料、零食、电影衍生产品在内的卖

品，观众可以在观影前购买零食、饮料，也可以在观影后购买相关衍生产品留作

纪念。根据历史年度卖品收入占票房收入的比例乘以预测期票房收入进行预测。 

3）广告收入 

广告收入是指影片制作过程中的植入广告、贴片广告和冠名广告等收入。根

据历史年度广告收入占票房收入的比例乘以预测期票房收入进行预测。 

4）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是影院在公共区域内设立的娱乐服务等设施所形成的收入为

基数，按照双方签署合同进行收入分成，主要包括场地租赁收入、影院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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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年度占票房收入的比例乘以预测期票房收入进行预测。 

（2）营业成本的预测 

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的营业成本主要为影院的票房分账成本、卖品成本、人

工成本、房屋租金等。 

1）票房分账成本 

票房分账成本是指电影作品通过院线渠道发行取得的总票房收入，扣除院线

和发行公司分成及相关税费后，按照投资比例计算由公司享有的票房分账收入。 

根据院线加盟及数字版影片分账发行放映合同以及历史数据票房分账成本

占票房收入的比例进行预测。 

2）卖品成本 

卖品成本主要为影院售卖的爆米花、饮料等休闲食品进货成本。根据历史年

度卖品成本占卖品收入的比例以年度卖品收入的比例进行预测。 

3）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主要为运营人员工资。2020 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影院管理层介绍，

停业期间 2020 年 2-6月，减少 45%人员，签订停薪留职合同，其余人员按照 70%

发放工资，开业后 7-12 月按照原工资下调 15%进行预测，2020 年 2-6月养老、

失业、工伤免 5 个月的预测。2021 年-2024 年人员工资参照历史年度以 3%增幅

预测。 

4）房屋租金 

根据房屋租赁合同，预测未来租金成本。2020 年按照减免房租 3 个月进行

预测。 

5）水电费、 维修费、保险费等与业务收入相关的费用在分析企业历史数据

和未来发展的基础上，本次评估依据现有费用率水平上结合未来收入增长水平进

行预测。 

6）装修费摊销及折旧 

装修费摊销及折旧费用参照折旧与摊销费用计算表，按照现行会计政策的计

提标准进行测算。 

(3)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率预测：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主要为职工薪酬、办

公费、差旅费、市场费等，未来预测期间对职工薪酬根据现有人员结构和薪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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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为基础，考虑地区和行业状况，薪酬标准按年 3%增长率进行预测；对于差旅

费、市场费等其他费用项目， 则主要采用了趋势预测分析，参考历史年度该费

用实际发生额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为基础进行预测。 

(2) 折旧、摊销预测：以各影院现有资产为基础对现有资产预测期应计提折

旧金额进行计算得到，对于今后每年资本性支出形成的各类资产，以现有资产的

折旧政策对预测期应计提折旧进行计算得到。 

(6) 营运资金增加额预测：通过对影院最近几年营运资金与营业收入比例的

分析和判断，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营运资金周转次数等，确定未来年度营运

资金与营业收入的比例，从而预测未来年度的营运资金，并以此确定营运资金的

增加额。 

(7)折现率的确定： 

1.股权收益率的确定 

股权收益率利用资本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or“CAPM”）

确定，计算公式为： 

Re＝Rf＋β ×MRP＋Rs 

其中：Re 为股权收益率；Rf为无风险收益率；β 为企业风险系数；MRP 为市

场风险溢价；Rs 为公司特有风险调整系数 

（1）无风险收益率的确定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持有该债权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

小，可以忽略不计。根据同花顺资讯系统所披露的信息，10 年期以上国债在评

估基准日的到期年收益率为 3.98%，本评估报告以该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详见《无风险收益率计算表》。 

（2）β 的确定 

本次评估我们是选取 WIND 资讯公司公布的β 计算器计算对比公司的β 值，

对比公司的β 值为含有自身资本结构的β 值，将其折算为不含自身资本结构的β

值，如下： 

1）计算对比公司的β u 

β U=β L/[1+(1-T)×D/E] 

式中：D－债权价值；E－股权价值；T－适用所得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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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比公司的β U计算出来后，取其平均值作为被评估资产组的β U。 

2）计算被评估资产组β L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被评估资产组β L 

β L=β U×[1+(1-T)×D/E] 

将被评估资产组β L作为计算被评估资产组 WACC 的β 。 

（3）市场风险溢价的确定 

由于国内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而且相对封闭的市场，一方面，历史数据较短，

并且在市场建立初期投机气氛较深，市场波动幅度很大；另一方方面，目前国内

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流动仍实行较严格的管制，因此直接通过历史数据得出的市

场风险溢价可信度不高。而在成熟市场中，由于较长的历史数据，市场总体的股

权风险溢价可以直接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得到，国际上新兴市场的风险溢价通常也

可以采用成熟市场的风险溢价进行调整确定。市场风险溢价计算式如下： 

市场风险溢价=成熟股票市场的基本补偿额+国家风险补偿额 

式中：成熟股票市场的基本补偿额取 2018 年 12月美国股票与国债的算术平

均收益差 6.13%；国家风险补偿额取 0.81%。 

则：MRP=6.13%+0.81%=6.94% 

（4）资产组特有风险调整系数 Rs 的确定 

采用资本定价模型一般被认为是估算一个投资组合（Portfolio）的组合投

资收益率，资本定价模型不能直接估算单个公司或资产组的投资收益率，一般认

为单个公司或资产组的投资风险要高于一个投资组合的投资风险，因此，在考虑

一个单个公司或股票的投资收益时应该考虑该公司或资产组的针对投资组合所

具有的全部特有风险所产生的超额收益率。 

资产组特别风险溢价主要是针对公司具有的一些非系统的特有因素所产生

风险的风险溢价或折价，本报告考虑了以下因素的风险溢价： 

规模风险报酬率：世界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小企业要求平均报酬率明显高于

大企业。通过与入选沪深 300 指数中的成份股公司比较，考虑到被评估资产组的

规模相对较小，评估机构认为有必要做规模报酬调整，评估人员认为追加 1.0%

的规模风险报酬率是合理的。 

个别风险报酬率：个别风险指的是企业相对于同行业企业的特定风险，主要



23 
 

有：①企业所处经营阶段；②历史经营状况；③主要产品所处发展阶段；④企业

经营业务、产品和地区的分布；⑤公司内部管理及控制机制；⑥管理人员的经验

和资历；⑦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依赖；⑧财务风险。出于上述考虑，评估机构

将本次评估中的个别风险报酬率确定为 1%。 

综合被评估企业的规模风险报酬率和个别风险报酬率，确定本次评估中的公

司特有风险调整系数为 2%。 

2.债权收益率的确定 

债权收益率实际上是被评估企业的债权人期望的投资收益率。 

不同的企业，由于企业经营状态不同、资本结构不同等，企业的偿债能力会

有所不同，债权人所期望的投资收益率也应不尽相同，因此企业的债权收益率与

企业的财务风险，即资本结构密切相关。 

鉴于债权收益率需要采用复利形式的到期收益率；同时，在采用全投资现金

流模型并且选择行业最优资本结构估算 WACC 时，债权收益率 Rd 应该选择该行业

所能获得的最优的 Rd，因此，一般应选用投资与标的企业相同行业、相同风险

等级的企业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作为债权收益率指标。 

截止评估基准日扬州东方影城有限公司无贷款，参考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

债权收益率＝4.35%。 

3.被评估资产组折现率的确定 

加权平均收益率利用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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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WACC 为加权平均收益率；E 为股权价值；Re 为股权收益率；D 为付

息债权价值；Rd 为债权收益率；T 为企业所得税率。 

根据上述计算得到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加权平均收益率为 11.78%。 

T

1

WACC
WACCBT  

               =11.78%÷（1-25%） 

               =15.71% 

（四）本次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资产组所涉及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已经考虑到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对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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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了未来影院票房收入的发展趋势，本次商誉减值计提充

分、合理。 

（2）补充说明是否存在以前年度应减值未减值的情形； 

回复：公司控股孙公司霍尔果斯当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

代浪讯”）于 2017 年收购了扬州东方影城有限公司、汉中艾斯环球文化影视有限

公司、南通东方时代影视城有限公司。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已对上述资产

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不存在减值迹象，经营情况良好。 

当代浪讯于 2018 年收购了哈尔滨二十一天云幕电影有限公司。2018 年度，

公司对哈尔滨二十一天云幕电影有限公司资产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其不存在减

值情况，经营情况良好。 

因此，以前年度扬州东方影城有限公司、汉中艾斯环球文化影视有限公司、

南通东方时代影视城有限公司、哈尔滨二十一天云幕电影有限公司资产组不存在

应减值未减值的情形，公司以前年度亦不存在应减值未减值的情形。 

（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商誉减值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

取的审计证据、并就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时点是否恰当、金额是否充分、

谨慎，前期会计处理是否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等发表意见。 

会计师核查意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企业商誉余额为 104,228.93 万

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95,713.03 万元。其中，2019 年度计提 903.35 万元。对以

前年度未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商誉所在资产组，企业聘请了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其

进行减值测试。年审中，我们与评估机构进行了充分沟通，对商誉所在资产组的

认定、评估方法等达成一致意见，检查复核了预测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关键参

数，将收购时的预测数据、2018 年商誉减值测试时的预测数据与 2019 年商誉减

值测试预测数据及 2019 年实际数据进行比较。对于上述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的情

况，我们与评估机构及企业充分沟通，了解到因受疫情影响预计未来观影人数将

比 2019 年减少，进而 2019 年度所预测的未来收入相较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

中所预测的未来收入产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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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东方影城有限公司、汉中艾斯环球文化影视有限公司、南通东方时代影

视城有限公司、哈尔滨二十一天云幕电影有限公司四家影院 2019 年度经商誉减

值测试，现金流量现值小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因此计提了减值。 

通过对预测数据、关键参数及评估机构评估报告的复核，我们认为企业商誉

减值准备计提时点恰当、金额充分、谨慎，前期会计处理不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8.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987.18 万元，

请你公司： 

（1）结合你公司的存货构成情况、最近两年主要影视作品收益

情况、尚未制作完成的主要影视作品预期收益及库龄以及同行业上市

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等，详细说明你公司对存货进行减值测

试的过程、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存货类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低值易耗品 325,110.25   325,110.25 321,039.45    321,039.45  

外购 286,663,478.67 90,446,528.91 196,216,949.76 271,765,844.13  70,831,913.23  200,933,930.90  

在拍 46,301,332.15 46,301,332.15   46,301,332.15  36,044,065.60  10,257,266.55  

已完成 258,031,337.24 258,031,337.24   258,031,337.24  258,031,337.24    

库存商品 21,699,852.29   21,699,852.29 23,006,129.02    23,006,129.02  

演唱会制作

费用 
1,900,000.00   1,900,000.00 66,502,385.27    66,502,385.27  

IT 业务 1,769,911.50   1,769,911.50       

合  计 616,691,022.10 394,779,198.30 221,911,823.80 665,928,067.26  364,907,316.07  301,020,751.19  

根据上表，公司存货构成主要为外购、在拍、已完成影视作品。 

2018 年下半年，受到行业发展及宏观环境下行的影响，公司现金流趋紧，

无法对在拍影视剧提供资金支持或为了控制风险，停止了对一些影视剧的投资拍

摄工作。此外，公司影视剧作品中的主要演员因产生了负面舆情，导致公司部分

存量剧无法实现收益，公司因此计提了大额减值。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1、在拍影视剧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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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行业风险以及影视内容投资制作存在的不确定性，公司战略布局将

由以影视剧业务为主逐步向影院业务重点发展。在受到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行业环

境的影响，公司现金流趋紧，对于一些在拍剧影视剧，无法继续承担相应的制作

费用，影响了剧集拍摄进度。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了部分影视剧前期制作费，之

后公司一直在努力协调后续资金问题，但一方面受到 2018 年整个融资环境的影

响，公司因资金紧张而无法继续对上述应收剧继续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公司影视

剧业务模式发生变化，在考虑控制投资拍摄影视剧风险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等情况

下，决定不再继续对上述影视剧进行投资拍摄，上述在拍影视剧可变现净值为 0。 

此外，部分在拍影视剧因受到其演员个人负面舆情的影响，根据国家对影视

内容及艺人的相关监管政策，相关影视剧难以取得发行制作许可证，可变现净值

为 0。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存货》第十五条：“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

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的规定，公

司对上述在拍影视剧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2、外购影视剧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 

2018 年，公司原计划与多家卫视频道就内容及广告业务进行合作。但公司

后续因自身资金情况，未能与各卫视平台实现全面合作，影响了外购存量剧的销

售。此外，由于市场精品剧日益更新，内容和题材越来越新颖，演员阵容不断更

新迭代，观众的观剧要求不断提高，公司在综合考虑存量剧的演员阵容、题材及

制作技术后，判断其销售存在较大困难，存货成本远高于其可变现净值。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存货》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外购影视剧计提跌价准备。 

3、完成拍摄影视剧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 

2018 年，受到演员负面舆情的影响，公司对由其出演的影视剧计提跌价准

备 2.06 亿元。根据国家对影视内容及艺人的相关监管政策，公司判断上述影视

剧再进行销售可能性较小，可变现净值为 0。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存货》第十

五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完成拍摄影视剧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综上，2018 年度，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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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公司在拍剧处于因演员调整而导致补拍阶段，或尚处于剧本审

核、成片送审或后期制作中。公司外购二、三轮剧的项目负责人根据市场行情及

客户的购买力水平调整了剧集的销售计划，预计于 2020 年实现销售。公司判断，

上述存货不存在跌价准备迹象。 

公司一部投拍剧截至 2019 年已取得发行许可，且已播放，但对方一直未分

成，因此公司通过律师进行催收。律师经与对方联系并催收后，对方表示：“自

身资金困难，该剧的采购方未回款且收视效果不佳，预计无法支付分成款。”此

外，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彩天地原管理层负责的两部影视剧项目因上述管理人员已

离职，公司已无法与联合投资方取得联系，预计无法收回款项。公司判断，上述

存货存在跌价准备迹象。 

公司对于存货跌价准备的测试过程具体如下所述： 

公司按照存货期末结存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

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存货可变现净值，以取得的确凿证

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行业

受大环境影响，行业内不同公司均对存货计提了不同程度的减值，例如新文化、

捷成股份、华策影视等，鉴于公司存货性质特殊与行业内其他公司存货无直接可

比性，期末公司按单个项目进行跌价测试。公司已请拍摄方及主要负责人说明项

目拍摄进展，或向销售总监即项目负责人了解销售计划，询问是否有在手合同及

与客户的谈判情况。并请其出具明确的销售计划并签字确认。 

2019 年度，公司通过执行上述存货跌价测试过程，发现三部影视剧预计现

金流量现值为 0，需计提跌价准备并进行了计提。公司认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2）补充说明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2018 年度，受行业及公司自身资金压力及相关演员负面舆论等影响，

公司对影视板块存货逐笔进行了清理，并对发生减值的存货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

备。2019 年，三部影视剧计提减值原因系 2019 年新增事项，2018 年底不存在该

情况。公司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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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测试过程及结果符合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合理的。经核查公司以前年度及本年度存货减值准备的

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以前年度已足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9.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1,834.49

万元，请你公司： 

（1）你公司与霍尔果斯春天融合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天

融合”）和霍尔果斯印诚纪年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诚

纪年”）的应收账款均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你公司与

前述两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形成原因、账龄情况、你公司前期采取的催

收措施、关联关系情况、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无法按时收回的

原因等； 

回复： 

（一）公司与霍尔果斯春天融合传媒有限公司之间的应收账款 

2015 年 12 月 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盟将威与霍尔果斯春天融和传媒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春天融和”）签署了《电视剧<嘿，孩子！>联合投资合同》。双方

共同投资拍摄电视剧《嘿，孩子！》。投资合同签订后，盟将威于 2015 年 12 月

16日将投资款 8000 万元支付给春天融和。但春天融和未按照投资合同约定向盟

将威支付投资款本金及投资收益。 

2016 年 8 月 31 日，盟将威与春天融和签署《电视剧<嘿，孩子！>联合投资

合同之补充协议》，重新确认了投资收益以及投资本金的分期支付条款。鉴于春

天融和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盟将威支付款项，盟将威已提起诉讼，之后经法

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2018 年，公司向霍尔果斯春天融和多次进行款项催收，对方一直未支付，

公司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冻结霍尔果斯春天融和、杨伟、西安曲江的银行账

户，但银行账户余额为 0，公司未能收回款项。2018 年底，经公司判断，上述款

项未来收回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2019 年度，上述款项公

司亦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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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融和应向盟将威支付的电视剧《嘿，孩子！》的投资款本金及投资收益

共计应为 9,129.62 万元人民币。截至目前，春天融和已支付 6,209.63 万元人民

币，尚存在 2,920 万元款项未支付给公司 

截至 2019年 12月31日，上述应收账款金额 2,920万元(账龄为 2-3年以上)。

此外，经查询企业工商信息，公司与霍尔果斯春天融合传媒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二）公司与霍尔果斯印诚纪年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之间的应收账款 

2016 年，盟将威子公司霍尔果斯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

尔果斯盟将威”）与霍尔果斯印诚纪年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诚

纪年”）签订《电视剧<喋血武工队>版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喋血武工队》100%

的版权于协议签订之日归属于印诚纪年，霍尔果斯盟将威不再对本剧享有任何版

权，但署名权除外。版权转让价款为 4,000 万元人民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诚纪年还剩 2000 万元仍未支付。 

由于印诚纪年是上市公司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纪传媒”）

孙公司，2017 年至 2018 年间，公司判断上述款项无法收回的可能性较低。之后，

经公司多次催收未果，公司已于 2019年 6月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中。公司目前无法联系上印诚纪年，法律文书需要公告送达。

经调查，印诚纪年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公司所聘请的代理律师正重新评估本案。

2019 年 10 月 10 日，印纪传媒发布了《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印纪传媒已人去

楼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认为该笔款项收回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全

额计提了减值。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上述应收账款金额 2,000 万元，账龄为 3-4年。

此外，经查询企业工商信息系统，公司与印诚纪年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补充披露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前十名的公司的相关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应收账款形成原因、账龄情况、关联关系情况等，

并结合上述应收账款逾期情况、欠款方的经营能力与财务状况，补充

披露相应应收账款是否存在无法足额收回的风险，坏账准备的计提是

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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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前十名的公

司的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 
形成原

因 

是

否

是

关

联

方 

计提理由 

（结合对方

经营能力与

财务状况判

断） 

是否

存在

无法

收回

的风

险 

坏

账

计

提

是

否

充

分 

1 
霍尔果斯春天融合

传媒有限公司 
2,920.00 2,920.00 

2-3

年 

电视剧

《嘿！孩

子》销售

款 

否 

已强制执

行，对方无

资产预计无

法收回。 

是 是 

2 
合一信息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 
2,595.09 95.09 

3-4

年 

网剧《热

血长安》

销售款 

否 

期末回款

2500万，根

据合解协

议，其余款

项不需支付 

否 是 

3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

团有限公司 
2,510.00 2,510.00 

3-4

年 

电视剧

《军事

联盟》销

售款 

否 

双方存在诉

讼，根据判

决结果该笔

款项对方不

需支付。 

是 是 

4 

霍尔果斯印诚纪年

影视娱乐传媒有限

公司 

2,000.00 2,000.00 
3-4

年 

电视剧

《喋血

武工队

传奇》销

售款 

否 

已催收，对

方资金困

难，其母公

司退市，预

计无法收回 

是 是 

5 
河北卫视传媒有限

公司 
3,076.80 3,076.80 

1-2

年

1921

.8

万，

2-3

年

1155

万元 

电视剧

《女不

强大天

不容》

《中国

式关系》

等销售

款 

公

司

参

股

公

司 

公司已超额

亏损账面无

资金。且存

在多起诉讼 

是 是 

6 
霍尔果斯不二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1,773.00 1,773.00 

2-3

年 

电视剧

《军师

联盟》

《红色》

否 

联系不上对

方原业务人

员，现有人

员不认，且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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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款 双方存在诉

讼，预计无

法收回 

7 
北京华睿承基传媒

有限公司 
1,499.18 1,499.18 

4-5

年 

电视剧

《红色》

销售款 

否 

已强制执

行，对方无

资产可执

行，预计无

法收回 

是 是 

8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

限公司 
1,470.00 10.29 

1年

以内 

纪录片

《原声

中国》销

售款 

否 

回款较好，

预计无损

失，年末预

期信用损失

法计提 

否 是 

9 

湖州鲸信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61.70 1,361.70 
2-3

年 

电视剧

《醉玲

珑》销售

款 

否 

对方表示资

金困难，无

偿债能力 

是 是 

10 
北京智新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933.00 933.00 

4-5

年

282

万，5

年以

上

651

万 

电视剧

《赵氏

孤儿》

《龙门

镖局》销

售款 

否 

双方存在诉

讼。对方表

示资金困

难，预计无

法收回 

是 是 

合计 20,138.78 16,179.07 
      

公司与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相互之间涉及两起诉讼事项，之后经

调解，双方之间已达成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合一信息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已于期后向公司支付 2,500 万元人民币款项。尚未回款部分根据和解协

议的约定，无需再支付，因此计提坏账准备 95.09 万元人民币。 

2019 年，公司向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奇艺”）销售纪录

片《原声中国》，形成 1,470 万元应收款并已于期末回款 400余万元人民币。爱

奇艺为中国 VR50 强企业，信用状况较好。公司判断款项无法回收风险较小，因

此，尚未回款部分按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上表中所列示的其余应收账款，公司根据债务人信用情况、资产情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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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院判断文书等事实依据，判断该等款项收回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全额计提了

坏账准备。综上，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3）结合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以及期后回款情况，对比分

析同行业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并说明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

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

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期末公司根据金融工具的性质，以单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为基础评估

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划分为若

干组合，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在无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力后即可以评价

其预期信用损失的，则单独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坏账准备。余下应收款项，

除应收合并范围内成员单位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外，根据客户性质化分为不同组

合，以账龄分析为基础，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

预期信用损失。 

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 1：影视业务 

组合 1-1：国有企业客户 

组合 1-2：民营企业客户 

组合 2：影院业务 

组合 3：非影视影院业务 

组合 4：当代东方大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在估计预期损失率时利用减值矩阵法、直接估计损失法对各组合计提坏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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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其中减值矩阵法是在账龄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迁移率对历史损失率进行估计，

并在考虑前瞻信息后对信用损失进行预测的方法。该方法运用步骤主要有： 

（1）统计近期较为稳定的经营周期内应收账款账龄； 

（2）计算该周期内应收账款迁移率及其平均值； 

（3）计算历史损失率； 

（4）前瞻性信息调整； 

（5）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经计算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如下： 

项目 账龄 影视业务 影院业务 非影视影院业务 

应收账款

（国有） 

1年以内 2.23% 0.09% 1%、5% 

1-2年 9.76% 5.26% 7、10%、5% 

2-3年 18.56% 15.00% 10、15%、30%、 

3-4年 35.19% 100.00% 30、50% 

4-5年 60.00% 100.00% 50、1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100% 

应收账款

（民营） 

1年以内 9.85% 

 

1-2年 26.56% 

2-3年 37.03% 

3-4年 60.00% 

4-5年 100.00% 

5年以上 100.00% 

由于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主要系影视业务产生，公司选取以影视业务为主且可

获取相关预期损失率的三家公司进行了比较。具体情况如下： 

行业内部分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项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欢瑞世纪 应收账款一账龄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债务人到期还

款能力及米来现金流等情况，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米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通 过违

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 期信用损失

率 ，按账龄分 析法对该类组合 的应收

款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 

北京文化 
应收账款——影视板块客

户组合 

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

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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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电 应收账款一账龄组合 

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

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各公司预计信用损失率： 

欢瑞世

纪 

应收账款预

期信用损失

率 

北京文化 

应收账款预

期信用损失

率 

湖北广电 

应收账款预

期信用损失

率 

平均信用损

失率 

1年以内        8.35  1年以内 5.00 1年以内 5.00 6.12 

1-2年      17.03  1-2年 10.00 1-2年 10.00 12.34 

2-3年      41.36  2-3年 20.00 2-3年 20.00 27.12 

3-4年    100.00  3-4年 50.00 3-4年 50.00 66.67 

4-5年    100.00  4-5年 80.00 4-5年 100.00 93.33 

5年以年    100.00  5年以年 100.00 5年以年 100.00 100.00 

通过公司与行业平均信用损失率对比可以看出，行业内未将客户按性质分类

而本公司将客户按性质分为国有客户及民营客户，分别计算预计损失率。公司对

国有客户计算的预计信用损失率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对民营客户计算的预计

信用损失率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计算影视业务预计损失率时抽取重要子公司的应收款项分客户性质统计

了近五年应收账款账龄情况，计算近四年应收账款迁移率及应收账款迁移率平均

值、根据各账龄段的应收账款迁移率，计算各账龄段的应收账款损失率、根据前

瞻性信息、期后回款情况对应收账款损失率进行调整、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 

公司期末对每笔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对于预计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全额

计提了坏账准备。例如对霍尔果斯印诚纪年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河北卫视传媒有限公司 3,076.80 万元、霍尔果斯不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773.00 万元等。对于期后已回款按单项未计提减值准备，例如合一信息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期后回款 2500 万，在 2019 年 12月 31日时未对其计提减值准

备。对于无明显证据无法收回的款项，公司根据预先计算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

坏账准备例如国有电视台。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及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类    别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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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评估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33,749,808.57 34.78 194,152,708.57 83.06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438,360,724.75 65.22 116,412,042.39 26.56 

其中：组合 1：影视业务 348,648,616.14 51.87 104,624,445.13 30.01 

组合 1-1：国有客户 258,321,830.00 38.43 71,091,465.94 27.52 

组合 1-2：民营客户 90,326,786.14 13.44 33,532,979.19 37.12 

      组合 2：影院业务  27,790,719.99 4.13 9,597,252.40 34.53 

组合 3：非影视影院业务 61,921,388.62 9.21 2,190,344.86 3.54 

合    计  672,110,533.32 100.00 310,564,750.96 46.21 

 

从上表可以看出按账龄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余额 116,412,042.39 元，

其中影视业务坏账准备余额 104,624,445.13 元。对应应收账款原值余额

348,648,616.14 元，主要包括国有客户对应 258,321,830.00 元、民营客户

90,326,786.14 元。其中国有客户金额较大的为云南广播电视台 127,860,000.00

元、河北广播电视台 63,515,900.00 元期后未回款。主要因为 2018 年，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发布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开展广播电视广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开展广播电视广告专项整治工作。受到上述政策的影响，公司合作的电视

台因广告业务大幅下滑，导致回款较差，且 2019 年未得到有效缓解，使得公司

应收账款未能回收。对于此类信用等级良好的公司由业务负责人直接对接，督促

电视台回款。 

民营客户主要由单个金额较小的均不超 1000 万的应收账款组成，对于该部

分款项已单个进行检查，未有明显证据无法收回，因此分类至账龄组合按预期信

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由于疫情影响对于该部分款项未及时催收，回款较差。

目前已要求业务人员及时对应收账款进行催收，必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及单项计提时已充分考虑历史回款及期后回款

情况，且预期信用损失率基本与行业持平。公司认为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

提是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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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意见：经核查，公司期末对每笔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对于预

计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对于期后已回款的按单项未计提减

值准备。对于无明显证据无法收回的款项公司根据预先计算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

提坏账准备。 

我们复核了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过程，关注了历史回款及期后回款情况，并

抽查了部分客户对其信用状况进行了核查，取得期后回款证据。我们认为公司期

末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合理的。 

10.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15,267.38 万元，请你公司充分说明其他应收款计提大额坏账准备的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或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并说明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

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商业实质、具体内容

以及期后的回款情况等，并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本期其他应收账坏账损失增加主要由单项计提增加导致，单项计提增

加的主要原因是原在预付账款核算的投资款，由于项目终止转入其他应收款科目

核算。期末公司根据催收结果及投资性质及强制执行情况计提减值。主要明细如

下： 

债务人名称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 计提原因 

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或公

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

的情形 

河北冀广天润

电视节目制作

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

款 
51,000,000.00 15,184,100.00 

项目终止无证据

显示无法收回按

账龄计提 

否 

深圳市汇峰达

进出口贸易有

股权出售

款 
31,000,000.00 31,000,000.00 

经催收对方表

示，无力偿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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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对方购买的项目

盈利状况也不

好，预计无法收

回 

开化立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

款 
30,000,000.00 30,000,000.00 

项目已播出，但

效果不好，经催

收对方表示无力

偿还，要求对方

出具项目结算

单，对方不愿出

具。 

否 

河北茂竹泉网

络科技有限公

司 

项目投资

款 
30,000,000.00 9,000,000.00 

对方出具项目结

算单预计亏损

30% 

否 

中瑞国色天香

文化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

款 
12,660,000.00 12,660,000.00 

业务人员被立案

调查，无法联系

对方，按谨慎性

原则全额计提 

否 

中广国际数字

电影院线（北

京）有限公司 

预付股权

款 
10,000,000 10,000,000 

股权收购预付

款。对方业绩较

差，不想再收购，

预计无法回款 

否 

上海垣汐影视

文化中心 

项目投资

款 
9,000,000.00 9,000,000.00 

项目已播出，但

效果不好，经催

收对方表示无力

偿还，要求对方

出具项目结算

单，对方不愿出

具。 

否 

连云港星美文

化传播有限公

司 

预付股权

款 
7,500,000.00 7,500,000.00 

双方存在诉讼，

本年判决应再付

1000万，公司无

力支付，所以预

计已支付款项无

法收回。 

否 

北京华彩霓视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设备采购

款 
5,746,098.01 5,746,098.01 

时间较长，原业

务主要负责人被

立案调查，联系

不到对方，预计

无法收回 

否 

霍尔果斯向日

葵影视有限公

项目投资

款 
4,075,000.00 1,145,482.50 

项目终止无证据

显示无法收回按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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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账龄计提 

北京天罡广告

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

款 
3,200,000.00 3,200,000.00 

项目失败，预计

无法收回 
否 

中新映画传媒

影业（北京）

有限公司 

预付剧本

采购款 
3,200,000.00 3,200,000.00 

与合同对比多付

款项，原业务主

要负责人被立案

调查，联系不到

对方，预计无法

收回 

否 

北京华彩霓视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往来款 2,100,000.00 2,100,000.00 

原业务主要负责

人被立案调查，

联系不到对方，

预计无法收回 

否 

合计 199,481,098.01 139,735,680.51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公

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务人名称 形成原因 期末余额 

河北冀广天润电视节

目制作有限公司 
原参投项目款，由于项目终止，转入其他应收 51,000,000.00 

深圳市汇峰达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出售股权款 31,000,000.00 

MW Partners Limited 原参投项目款，由于项目终止，转入其他应收 30,790,000.00 

河北茂竹泉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原参投项目款，由于项目终止，转入其他应收 30,000,000.00 

开化立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原参投项目款，由于项目终止，转入其他应收 30,000,000.00 

合  计   172,790,000.00 

备注 
最近两年受影视行业下行等影响，影视剧投入产出率较低，上述项目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投资失败，导致期后未形成回款 

河北冀广天润电视节目制作有限公司期末余额 5100 万，具体包括《冰雪英

雄》原投资款 2100 万。以及剩余《曹操》3000 万投资款。2016 年子公司河北当

代与河北冀广天润电视节目制作有限公司（河北广播电视台子公司）关于《冰雪

英雄》联合投资协议，河北当代具有该栏目的广告权益。2017 年河北互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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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有限公司与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电视剧《曹操》联合投资合同，

该剧总投资 7 亿元，河北当代投资 4001 万元，占该剧 5.71%，获得最低保底回

报不低于 800.2 万元。2019 年 9月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河北冀广天润、

河北互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三方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河北互象委托冀广天润

将合同款 3000.00 万元支付给河北当代，且冀广天润已知悉并同意该代付事宜。 

2015 年，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出资人民币 4500 万元，参与九次方财富资讯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次方”或“标的公司”）的 B 轮融资，认

购九次方增加的注册资本。对于本次交易，公司的在当时时点的投资考量为：在

主营业务稳步发展的同时，努力研判经营环境的变化及新兴产业的发展，积极适

时把握具有良好发展潜力和价值的资源和技术，以通过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实现预

先介入并取得良好投资收益，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进一步优化和发展。2016 年 8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当代春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

当代春晖”）以人民币 4500 万元受让公司持有的九次方 1.4516%的股权，上述事

项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手续。2016 年 12月，为了调整公司资产结构，增加现金

储备，增强资产流动性，霍尔果斯当代春晖与深圳市汇峰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峰达”）签订了《霍尔果斯当代春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转让

方与深圳市汇峰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关于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霍尔果斯当代春晖将其持有的九次方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汇峰达，转让价款总计

6330 万元。汇峰达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3230

万。 

2015 年东阳盟将威与 MWPartnersLimited 签定《来自星星的你》的联合制

作协议。协议约定盟将威与 MWPartnersLimited 共同根据朴知恩创作的韩国电视

剧《来自星星的你》拍摄中国电影《来自星星的你》。总预算 1,370 万美元。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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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威负责制作。2017 年底公司计划 2018 年拍摄该剧，但由于 2018 年公司战略

发生变化，及资金紧张无力拍摄该剧，经过与多方沟通，预测该剧再转让可能性

极小，目前无法与 MWPartnersLimited 取得联系。 

2017 年河北茂竹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

于《当家男人》的联合投资协议，本剧 40集，投资总预算 6000 万，当代东方投

资 3000 万，取得该剧 50%投资收益权。 

2018 年开化立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

《爱无界》联合投资协议，制作总预算 1 亿元，当代东方投资 3000 万，获得该

剧 30%投资收益权。 

上述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不存在利益输送行为。 

会计师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15,267.38 万元，主要由单项计提增

加导致，单项计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原在预付账款核算的投资款，由于项目终

止转入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期末公司根据催收结果及投资性质及强制执行情况

计提减值。 

审计中在考虑期后回款的基础上，上网搜索对方财务及诉讼情况等。并判断

企业计提减值是否充分。经核查企业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大额坏账准备充分合理。 

审计中已检查以上业务合同原件，并核查对方与公司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并向对方函证。经核查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及公司违规提

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所涉及的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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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19 日     


	1.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5亿元，同比下降36.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2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3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62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影院运营、演唱会、广告以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业务等。
	（1）结合你公司各业务所处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收入、成本、费用、毛利率等关键财务指标，详细说明你公司主要经营数据发生重大变动的原因，并说明你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营业收入分行业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营业收入下降比例为36.23%，其中主要为电视剧及广告业务收入下降所致。
	在内容监管、税收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电视剧市场的收视率及剧集产能出现了下滑。近两年以来，大量影视剧项目推进不及预期，行业开机数量锐减。同时，受金融去杠杆、紧缩银根的政策的影响，市场资金环境紧张。
	2018年，公司采购了数十部优质二三轮剧并于当年获得购片发行收益，而参与投资或自投自制的电视剧、纪录片项目因存在拍摄周期，一般于次年完成制作后进行销售。
	受到行业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2019年度公司现金流一直处于趋紧状态，未再进行电视剧的采购及销售，本年度不存在购片发行收益。公司2019年度实现的影视剧业务收入主要为以前年度投资的电视剧或纪录片所产生的投资收益，而投资收益相较于电视剧购片发行收益成本更高、利润空间较小。与此同时，公司2019年实现收益的影视剧项目数量整体较2018年大幅下滑。以上原因共同导致公司影视剧业务收入下滑了27.64%。
	对于广告业务，2018年公司广告业务开展主体为霍尔果斯耀世星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8年10月，公司将耀世星辉股权出售。2019年度，耀世星辉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2019年度，公司未发生广告业务，广告业务收入为0。
	为了改善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整体抗风险能力，公司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并于报告期内收购了北京天弘瑞智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天弘瑞智2019年度的营业收入为3,561.71万元，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净利润为801.84万元。
	综上，公司电视剧业务盈利模式的变化以及新业务领域的开拓，主要系公司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积极调整战略以及控制风险的有利转变。但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的有效改善还需时间，公司存在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如果公司2020年度不能实现经审计的净资产、净利润均为正值，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公司同时存在退市的风险。
	为了有效改善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已采取如下措施：
	（2）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电视剧业务收入10,403.21万元，较去年下滑27.64%，前五名影视剧作品收入合计5,600.84万元，较去年下降36.88%，请你公司结合电视剧行业发展情况、前五名影视剧题材、演员阵容以及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走势，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影视剧销售收入下滑的原因，前五名影视剧作品的单集销售价格情况，较以往年度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补充披露差异原因；
	回复：近年来，电视剧市场的收视率及剧集产能出现了下滑，影视内容制作产业陷入低谷期。大量影视剧项目推进不及预期，行业开机数量锐减。此外，受金融去杠杆、紧缩银根的政策的影响，市场资金环境紧张。
	综上，受到行业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2019年度公司现金流一直处于趋紧状态，未再大规模采购电视剧，电视剧业务投资规模缩减、所投资的影视剧数量大幅下滑，且影视剧业务收入模式、类别、题材、演员阵容、相较于2018年存在差异，报告期内公司影视剧收入产生下滑。
	（3）报告期内，你公司广告业务收入为0，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你公司广告业务的主要内容，开展主体，报告期内的业务开展情况，并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广告业务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报告期内，你公司演唱会业务收入14,607.07万元，主要来源是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收入，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你公司截至目前获得的艺人演唱会独家代理权情况，并说明该部分收入是否具备持续性；
	（5）你公司三季报显示，你公司孙公司北京当代云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云晖”）以人民币26.8万元购买北京天弘瑞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瑞智”）40%的股权，报告期内，天弘瑞智实现营业收入3,561.71万元，净资产为2,471.64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天弘瑞智的主营业务情况，购买天弘瑞智40%股权的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说明该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并核实年报中将天弘瑞智认定为“参股公司”是否合理；
	回复：天弘瑞智的主营业务情况为：1、行业混合云平台及大数据平台相关软件产品的销售，客户化定制及开发服务，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793.89万元；2、 基于OpenStack开源平台进行客户私有云及混合云的管理和运维的实施和服务，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854.69万元；3、大企业的IT系统集成业务，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913.13万元。
	公司控股孙公司北京当代云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云晖”）同三明市聚力必成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力必成”）以及北京晟世众合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世众合”）与自然人王璐及刘建国（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方”）于2019年9月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当代云晖以人民币268,000元收购自然人刘建国持有的北京天弘瑞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40%股权，聚力必成以人民币201,000元收购自然人王璐持有的标的公司30%股权，晟世众合以人民币201,000元收购自然...
	（6）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衍生业务的具体构成。
	回复：报告期内，公司衍生业务主要涵盖12590语音杂志业务、移动积分商城业务、影视内容授权服务费、推广服务费等。公司将其他业务分类至衍生业务，分类不清晰，公司将对2019年度报告进行更新，将衍生业务类别去除，新增其他业务。
	2.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电视剧业务毛利率为36.48%，较上年同期下降17.12个百分点，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电视剧业务毛利率大幅降低的原因，并结合公司的业务模式、核心竞争力、业务开展情况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应业务的毛利率情况，详细说明公司报告期内电视剧业务毛利率下降的合理性。
	3. 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35.35%，已全部被质押及冻结，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是否存在被处置的风险，以及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采取的措施。
	4. 年报显示，你公司原董事会秘书于2019年07月19日离职，截至目前，你公司尚未聘任董事会秘书，仍由董事长代行董秘职责。
	（1）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你公司长期未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原因，以及截至目前董事会秘书的聘任进展以及预计完成聘任的时间；
	（2）由于你公司董事会秘书长期空缺，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你公司如何保障信息披露事务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质量，以及你公司三会运作和内部决策机制是否能够有效运行，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是否能够保障勤勉尽责；
	（3）请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3.2.5条的规定，尽快选聘董事会秘书，并做好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回复：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3.2.5条的规定，尽快聘任董事会秘书，并做好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5. 年报显示，你公司共有44个银行账户被冻结，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该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第二款“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并结合你公司可使用货币资金情况，详细说明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解决时间。
	回复：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共计43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支行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公司累计被冻结银行账户实际金额828.1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1%。
	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数量占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总量的比例约为24%，被冻结银行账户涉及的主体7个，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的比例为11.86%。
	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未对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和业务的开展产生实质性影响，目前公司主要业务以子公司为主体独立经营。此外，涉及被冻结银行账户的其他主体仍可通过其他一般户进行日常款项的收付。
	通过应收账款以及其他应收款的催收，公司已陆续实现款项的回收。从短期来看，公司的账面资金余额可以维持日常经营管理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并用于进行业务投资款的支付。从长期来看，公司将采取措施化解流动性风险并改善公司持续经营状况，具体措施详见第一题（1）的回复。
	如相关措施可以得到有效执行，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不会对公司可持续经营性造成较大影响；若上述措施的执行不达预期，公司不排除其他银行账户新增冻结，现金流进一步紧缩，进而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存在可持续经营能力具有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6. 年报显示，你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或仲裁共23起，部分已判决待偿付债务2.76亿元，计提已决诉讼预计负债2.76亿元，请你公司自查公司诉讼事项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诉讼事项，并补充说明每一单诉讼事项（包括未决诉讼）的会计处理、金额、依据及合理性，并说明计提预计负债的金额，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等相关规定，并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预计负债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并重点说明公司未决诉讼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回复：经公司自查，公司诉讼事项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计提的预计负债详见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以上案件已经法院判决或仲裁庭裁决，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规定：“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义务应当在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时确认为负债，作为预计负债进行确认和计量：(1)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2)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根据法院判决结果或仲裁庭裁决结果，以上或有事项已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因此，公司对诉讼或仲裁的会计处理、金额、依据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相关规定的。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计提预计负债且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或仲裁明细详见下表：
	对于以上诉讼，年报中公司已要求代理律师提供案件进展并对诉讼结果进行预测，公司根据预测结果并结合自身是否实际违约，判断以上诉讼并未形成公司需承担的现时义务，且金额无法估计。根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诉讼事项未计提预计负债。
	会计师回复：我们获取了企业的预计负债明细表，了解预计负债计提依据，取得判决文书，重新计算预计负债应计提金额。结合企业账面已记录负债、实际已支付金额等重新计算预计负债余额。
	此外，我们还获取了企业的诉讼、仲裁清单，包括原告、被告、案由、诉讼进展等要素，我们对每笔诉讼、仲裁上网搜索案件实际进展，检查诉讼、仲裁情况并与企业提供的诉讼、仲裁清单进行核对，确保企业提供的诉讼、仲裁事项是完整的。由于企业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诉讼或仲裁事项主要为债务纠纷，计提预计负债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我们重点检查了企业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或仲裁事项。对未决诉讼或仲裁向案件代理律师进行函证，要求其说明案件进展、对判决结果及金额做出专业预测，提供所有案件相关资料。我们根据律师回函及案件相关资料判断...
	根据审计结果，我们判断公司对未决诉讼、仲裁的会计处理是合理的。
	7.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商誉减值903.35万元，主要原因是霍尔果斯当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东方院线管理有限公司下属4家影院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导致所在商誉资产组发生减值。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上述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合的具体内容，分类依据，以及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和方法，并结合本次疫情对相关资产的影响说明本次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2）补充说明是否存在以前年度应减值未减值的情形；
	（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商誉减值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就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时点是否恰当、金额是否充分、谨慎，前期会计处理是否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等发表意见。
	会计师核查意见:截至2019年12月31日，企业商誉余额为104,228.93 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95,713.03万元。其中，2019年度计提903.35万元。对以前年度未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商誉所在资产组，企业聘请了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年审中，我们与评估机构进行了充分沟通，对商誉所在资产组的认定、评估方法等达成一致意见，检查复核了预测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关键参数，将收购时的预测数据、2018年商誉减值测试时的预测数据与2019年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数据及2019年实际数据进行比较。对于...
	扬州东方影城有限公司、汉中艾斯环球文化影视有限公司、南通东方时代影视城有限公司、哈尔滨二十一天云幕电影有限公司四家影院2019年度经商誉减值测试，现金流量现值小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因此计提了减值。
	通过对预测数据、关键参数及评估机构评估报告的复核，我们认为企业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时点恰当、金额充分、谨慎，前期会计处理不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8.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987.18万元，请你公司：
	（1）结合你公司的存货构成情况、最近两年主要影视作品收益情况、尚未制作完成的主要影视作品预期收益及库龄以及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等，详细说明你公司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的过程、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8年下半年，受到行业发展及宏观环境下行的影响，公司现金流趋紧，无法对在拍影视剧提供资金支持或为了控制风险，停止了对一些影视剧的投资拍摄工作。此外，公司影视剧作品中的主要演员因产生了负面舆情，导致公司部分存量剧无法实现收益，公司因此计提了大额减值。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2019年度，公司在拍剧处于因演员调整而导致补拍阶段，或尚处于剧本审核、成片送审或后期制作中。公司外购二、三轮剧的项目负责人根据市场行情及客户的购买力水平调整了剧集的销售计划，预计于2020年实现销售。公司判断，上述存货不存在跌价准备迹象。
	公司一部投拍剧截至2019年已取得发行许可，且已播放，但对方一直未分成，因此公司通过律师进行催收。律师经与对方联系并催收后，对方表示：“自身资金困难，该剧的采购方未回款且收视效果不佳，预计无法支付分成款。”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彩天地原管理层负责的两部影视剧项目因上述管理人员已离职，公司已无法与联合投资方取得联系，预计无法收回款项。公司判断，上述存货存在跌价准备迹象。
	公司对于存货跌价准备的测试过程具体如下所述：
	公司按照存货期末结存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存货可变现净值，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行业受大环境影响，行业内不同公司均对存货计提了不同程度的减值，例如新文化、捷成股份、华策影视等，鉴于公司存货性质特殊与行业内其他公司存货无直接可比性，期末公司按单个项目进行跌价测试。公司已请拍摄方及主要负责人说明项目拍摄进展，或向销售总监即项目负责人了解销售计划，询问是否有在手合同及与客户的谈判情况...
	2019年度，公司通过执行上述存货跌价测试过程，发现三部影视剧预计现金流量现值为0，需计提跌价准备并进行了计提。公司认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2）补充说明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2018年度，受行业及公司自身资金压力及相关演员负面舆论等影响，公司对影视板块存货逐笔进行了清理，并对发生减值的存货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备。2019年，三部影视剧计提减值原因系2019年新增事项，2018年底不存在该情况。公司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测试过程及结果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合理的。经核查公司以前年度及本年度存货减值准备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以前年度已足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9.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11,834.49万元，请你公司：
	（1）你公司与霍尔果斯春天融合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天融合”）和霍尔果斯印诚纪年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诚纪年”）的应收账款均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你公司与前述两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形成原因、账龄情况、你公司前期采取的催收措施、关联关系情况、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无法按时收回的原因等；
	（2）补充披露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前十名的公司的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应收账款形成原因、账龄情况、关联关系情况等，并结合上述应收账款逾期情况、欠款方的经营能力与财务状况，补充披露相应应收账款是否存在无法足额收回的风险，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前十名的公司的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与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相互之间涉及两起诉讼事项，之后经调解，双方之间已达成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已于期后向公司支付2,500万元人民币款项。尚未回款部分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无需再支付，因此计提坏账准备95.09万元人民币。
	2019年，公司向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奇艺”）销售纪录片《原声中国》，形成 1,470万元应收款并已于期末回款400余万元人民币。爱奇艺为中国VR50强企业，信用状况较好。公司判断款项无法回收风险较小，因此，尚未回款部分按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上表中所列示的其余应收账款，公司根据债务人信用情况、资产情况以及法院判断文书等事实依据，判断该等款项收回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综上，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3）结合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以及期后回款情况，对比分析同行业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并说明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期末公司根据金融工具的性质，以单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为基础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在无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力后即可以评价其预期信用损失的，则单独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坏账准备。余下应收款项，除应收合并范围内成员单位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外，根据客户性质化分为不同组合，以账龄分析为基础，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对于划分...
	由于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主要系影视业务产生，公司选取以影视业务为主且可获取相关预期损失率的三家公司进行了比较。具体情况如下：
	各公司预计信用损失率：
	通过公司与行业平均信用损失率对比可以看出，行业内未将客户按性质分类而本公司将客户按性质分为国有客户及民营客户，分别计算预计损失率。公司对国有客户计算的预计信用损失率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对民营客户计算的预计信用损失率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期末对每笔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对于预计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例如对霍尔果斯印诚纪年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2000万元、河北卫视传媒有限公司3,076.80万元、霍尔果斯不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773.00万元等。对于期后已回款按单项未计提减值准备，例如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期后回款2500万，在2019年12月31日时未对其计提减值准备。对于无明显证据无法收回的款项，公司根据预先计算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例如国有电视台。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及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按账龄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余额116,412,042.39元，其中影视业务坏账准备余额104,624,445.13元。对应应收账款原值余额348,648,616.14元，主要包括国有客户对应258,321,830.00元、民营客户90,326,786.14元。其中国有客户金额较大的为云南广播电视台127,860,000.00元、河北广播电视台63,515,900.00元期后未回款。主要因为2018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开展广播电视广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民营客户主要由单个金额较小的均不超1000万的应收账款组成，对于该部分款项已单个进行检查，未有明显证据无法收回，因此分类至账龄组合按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由于疫情影响对于该部分款项未及时催收，回款较差。目前已要求业务人员及时对应收账款进行催收，必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及单项计提时已充分考虑历史回款及期后回款情况，且预期信用损失率基本与行业持平。公司认为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4）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意见：经核查，公司期末对每笔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对于预计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对于期后已回款的按单项未计提减值准备。对于无明显证据无法收回的款项公司根据预先计算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我们复核了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过程，关注了历史回款及期后回款情况，并抽查了部分客户对其信用状况进行了核查，取得期后回款证据。我们认为公司期末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合理的。
	10.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15,267.38万元，请你公司充分说明其他应收款计提大额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或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并说明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商业实质、具体内容以及期后的回款情况等，并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本期其他应收账坏账损失增加主要由单项计提增加导致，单项计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原在预付账款核算的投资款，由于项目终止转入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期末公司根据催收结果及投资性质及强制执行情况计提减值。主要明细如下：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情况如下表所示：
	河北冀广天润电视节目制作有限公司期末余额5100万，具体包括《冰雪英雄》原投资款2100万。以及剩余《曹操》3000万投资款。2016年子公司河北当代与河北冀广天润电视节目制作有限公司（河北广播电视台子公司）关于《冰雪英雄》联合投资协议，河北当代具有该栏目的广告权益。2017年河北互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电视剧《曹操》联合投资合同，该剧总投资7亿元，河北当代投资4001万元，占该剧5.71%，获得最低保底回报不低于800.2万元。2019年9月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河...
	2015年，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出资人民币4500万元，参与九次方财富资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次方”或“标的公司”）的B轮融资，认购九次方增加的注册资本。对于本次交易，公司的在当时时点的投资考量为：在主营业务稳步发展的同时，努力研判经营环境的变化及新兴产业的发展，积极适时把握具有良好发展潜力和价值的资源和技术，以通过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实现预先介入并取得良好投资收益，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进一步优化和发展。2016年8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当代春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当代春...
	2015年东阳盟将威与MWPartnersLimited签定《来自星星的你》的联合制作协议。协议约定盟将威与MWPartnersLimited共同根据朴知恩创作的韩国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拍摄中国电影《来自星星的你》。总预算1,370万美元。盟将威负责制作。2017年底公司计划2018年拍摄该剧，但由于2018年公司战略发生变化，及资金紧张无力拍摄该剧，经过与多方沟通，预测该剧再转让可能性极小，目前无法与MWPartnersLimited取得联系。
	2017年河北茂竹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当家男人》的联合投资协议，本剧40集，投资总预算6000万，当代东方投资3000万，取得该剧50%投资收益权。
	2018年开化立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爱无界》联合投资协议，制作总预算1亿元，当代东方投资3000万，获得该剧30%投资收益权。
	上述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不存在利益输送行为。
	会计师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15,267.38万元，主要由单项计提增加导致，单项计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原在预付账款核算的投资款，由于项目终止转入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期末公司根据催收结果及投资性质及强制执行情况计提减值。
	审计中在考虑期后回款的基础上，上网搜索对方财务及诉讼情况等。并判断企业计提减值是否充分。经核查企业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大额坏账准备充分合理。
	审计中已检查以上业务合同原件，并核查对方与公司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并向对方函证。经核查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及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所涉及的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