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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ST 天娱           编号：2021—025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神娱乐”）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天神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93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公司现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相关问题作出回复并披露如

下： 

一、2018 年至 2020 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25.99 亿元、13.35 亿元、

9.9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为-71.51 亿

元、-11.98 亿元、1.5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61.65 亿元、-11.96 亿元、-24.43 亿元。本

报告期，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25.37%，净利润同比增长 112.77%，扣非后

净利润同比减少-104.34%。根据你公司提交的《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

公告》，你公司因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0 年 5 月 6 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现你公司向本所申请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 

请你公司： 

（一）结合公司所处行业情况、主营业务运营状况、资产结构及偿债能力、

应对盈利不佳的具体措施等，说明近三年你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大幅下滑及连续

三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数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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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确定性，是否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六）

的规定。 

公司回复： 

公司前身为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2 月在深交所上市，2014

年经重大资产重组主营业务变更为电竞游戏，之后公司快速扩张，形成了电竞游

戏与数据流量双业务引擎，构筑了游戏运营与电子竞技互促共进、品牌内容营销

与数字效果营销多维推广、自有流量平台与移动应用分发同步增强的产品矩阵和

流量生态，经济效益一度较好，2015-2017 年营业收入分别达 9.41 亿、16.75 亿、

31.01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达 3.62 亿、5.47 亿、10.20 亿元。 

由于前期外延式扩张过度，由此产生的债务规模激增。2018 年，受游戏行

业版号冻结、总量调控等以及影视行业规范税收秩序、限制特定题材、治理艺人

片酬等监管政策调整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并引发连锁反应，陷入了严

重的债务危机与经营危机。一方面，债务负担过重导致绝大部分债务出现违约、

诉讼、资产冻结、债务利息、逾期罚息与违约金等高企，吞噬利润；另一方面，

资金紧张导致主营业务投入资金持续收缩，相关业务开展未达预期，经营业绩持

续下滑，业绩下滑又引发了商誉等相关资产的大额减值，导致连续三年扣非后净

利润为负数。 

表 1：2018-2020 年公司主营业务运营状况 

单位：亿元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合计 25.99 13.35 9.96 

同比增减  -16.20% -48.63% -25.37% 

其中：电竞游戏行业 12.68 7.19 5.20 

同比增减   -43.34% -27.65% 

数据流量行业 9.78 6.16 4.76 

同比增减   -37.01% -22.70% 

表 2：2018-2020 年公司资本结构、债务情况及偿债能力 

财务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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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资本结构 

资产总额（亿元） 85.70 63.58 38.05 

所有者权益总额（亿元） 23.44 8.45 28.89 

资产负债率 72.65% 86.70% 24.07% 

权益乘数 3.66 7.52 1.32 

债务情况 

（亿元） 

负债合计 62.26 55.12 9.16 

流动负债 44.81 39.04 4.34 

其中：短期借款 5.69 1.95 0.00 

其他应付款 8.99 5.84 0.5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0.64 1.17 0.00 

其他流动负债 24.92 26.23 0.03 

非流动负债 17.45 16.08 4.82 

其中：应付债券 9.96 10.75 0.00 

财务费用 1.56 3.60 3.27 

其中：利息支出 1.57 3.77 3.34 

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63.44% 39.70% 285.45% 

速动比率 55.74% 33.13% 259.43% 

表 3:2018-2020 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财务指标 2018 2019 2020 

资产减值损失（亿元） 63.75 5.37 21.28 

其中：商誉减值损失（亿元） 40.60 2.83 12.44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亿元） 10.08 1.69 7.72 

为推动公司化解债务危机、回到正常发展轨道，2020 年以来公司与股东、

债权人共同努力，高效推进完成司法重整。2020 年 12 月 9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

法院正式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通过重整程序，公司完成全额债务债转股，

一方面，彻底摆脱了债务负担，实现了轻装上阵；另一方面，重整方案中预留的

股票以及未来各板块业务滚存经营收益将保障营运资金需求，公司盈利能力将实

现全面恢复和提升，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已实现扭亏为盈。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大连天神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11503 号）和《大连天神娱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大华核字[2021]0076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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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96,266,630.37 元，经核实，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情

况合规，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退市新规下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通知》的

要求，不存在应扣除但未扣除的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六）规定的情形。 

（二）请自查并明确说明你公司股票交易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 号）第四项规定的应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大连天神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11503 号）和《大连天神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大华核字[2021]007630 号），

并经自查，公司已符合撤销全部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的条件，不存在《股票上市规

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 号）第四项规定的

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自查情况如下： 

1、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所列示的应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具体如下：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

能恢复正常的情形； 

（2）经自查，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 

（3）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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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自查，公司不存在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的情形； 

（5）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

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情形； 

（6）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大连

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11503 号），公司不存在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

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 

（7）经自查，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1 条所列示的应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具体如下： 

（1）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大连

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11503 号）和《大连天神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大华核字

[2021]007630 号），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96,266,630.37 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936,222.50 元，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

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的情形； 

（2）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大连

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11503 号），公司 2020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780,020,129.89 元，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的情形； 

（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大连天神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11503 号），公司不存在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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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自查，公司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公司已披露的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该年度

相关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上述第（1）项、第（2）项的情形； 

（5）经自查，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4.1 条所列示的应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具体如下： 

（1）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不存在未

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披

露的情形； 

（2）根据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不存在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年

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有半数

以上董事无法保证的情形； 

（3）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载，

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改正，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

改正的情形； 

（4）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因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改正，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

仍未改正的情形； 

（5）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因公司股本总额或者股权分布发生变化，导致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再符合上市条件，在规定期限内仍未解决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可能被依法强制解散的情形； 

（7）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

事裁定书》，裁定《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公司不存

在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破产清算申请的情形； 

（8）经自查，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4、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2020 年年度报告》后，不存在《关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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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

1294 号）第四项规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如下情形： 

（1）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 

（2）未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退市风险警示标准，但触

及《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的暂停上市标准。 

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大幅下滑及连续三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数具有

合理性，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未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六）的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第十四

章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深

证上〔2020〕1294 号）第四项规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二、年报显示，本报告期内你公司电竞游戏行业营业收入为 5.20 亿元，同

比下降 27.65%；毛利率为 39.16%，同比下降 22.66%；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

主要业务所处市场竞争状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水平，详细说明电竞游戏业务毛

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与同行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说明原

因。 

公司回复： 

对比同行业游戏业务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 

恺英网络 72.89% 68.61% 4.28% 

三七互娱 87.79% 86.57% 1.22% 

世纪华通 62.63% 59.39% 3.24% 

完美世界 65.24% 68.17% -2.93% 

宝通科技 46.09% 71.01% -24.92% 

中青宝 26.37% 55.72% -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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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网络 92.15% 93.97% -1.82% 

掌趣科技 71.10% 53.38% 17.72% 

均值 65.53% 69.60% -4.07% 

公司的毛利率低主要是因为公司游戏业务收入的 87%来自于公司子公司北

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幻想悦游”），其毛利率仅为 38%。幻

想悦游是单纯的海外游戏发行商，处于游戏出海产业链的中游环节，上游是研发

方和版权持有方，下游是海外支付平台。随着国内游戏政策的调控，国内知名游

戏公司纷纷加大了海外布局，导致海外游戏运营竞争加剧，同时缺乏研发能力导

致其受制于研发方和版权持有方，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因此公司的游戏毛利率略低于同行业的平均值具有合理性。 

三、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幻想悦游”）、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润传

媒”）净利润分别为-1.31 亿元、-1.14 亿元，公司根据业绩补偿金额确认交易性

金融资产 4.97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相关并购标的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说明

其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具体原因，相关业绩补偿的实际执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相关业绩补偿款实际已收回金额、收回方式及时间、剩余未收回的原因及

后续安排等。你公司对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等。请会计师就相关会计

处理的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根据业绩补偿金额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 4.97

亿元，本期确认公允价值变动 1,593.48 万元。 

（一）合润传媒业绩补偿情况 

1、合润传媒的业绩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承诺扣非净利润 5,500.00 6,875.00 8,594.00 

累计承诺 5,500.00 12,375.00 20,969.00 

实际完成 5,306.07 6,984.40 5,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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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实现 5,306.07 12,290.46 17,822.00 

当期超额完成 -193.93 109.40 -3,062.46 

累计超额完成 -193.93 -84.54 -3,147.00 

合润传媒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主要是由于 2018 年电视剧总体产量下滑，广

告植入市场容量缩水，广告植入招商的难度增加；限古令等监管政策影响古装剧

等商业广告规模；受娱乐圈补税、天价片酬治理影响，以及部分艺人丑闻曝光等

社会负面影响，艺人经纪业务受到影响；电视台综艺招商规模下滑，合润传媒综

艺节目广告内容受到影响；受数字营销及移动端广告市场份额挤压，合润传媒新

潮业务板块受到影响。因此导致合润传媒的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2、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根据合润传媒原股东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业绩承诺及补偿、

奖励”，业绩承诺方承诺合润传媒 2016-2018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500万元、

6,875 万元、8,594 万元，累加不少于 20,969 万元。如合润传媒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际实现的累积净利润未达到 20,969 万元，业绩承诺方需向公司支

付补偿。业绩承诺方应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取得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

仍不足补偿的部分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偿。 

由于公司尚未完全支付合润传媒原股东的收购时的股权对价款，原股东在本

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部分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被质押、冻结股份能否赎回用于

承担业绩补偿存在不确定性。2020 年该部分债务参与了债务重整，公司已经预

留该部分股票在管理人账户中。 

根据管理人账户中预留的股份及原股东持有的可使用的股票，预计公司能收

回的股票数量为 3,952,795.82 股。公司根据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股票价格确认

2020 年预计能收回的业绩补偿金额为 10,514,436.88 元。 

（二）幻想悦游业绩补偿情况 

1、幻想悦游的业绩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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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承诺扣非净利润 25,000.00 32,500.00 40,625.00 

累计承诺 25,000.00 57,500.00 98,125.00 

实际完成 25,651.02 33,163.15 14,097.07 

累计实现 25,651.02 58,814.17 72,911.24 

当期超额完成 651.02 663.15 -26,527.93 

累计超额完成 651.02 1,314.17 -25,213.76 

幻想悦游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主要是因为一方面 2018 年以来游戏行业在人

口红利消失、行业增速下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经受了版号冻结、总

量调控等监管政策调整带来的巨大压力。上游游戏研发商受政策影响，出现资金

紧张、裁员等情况，研发与发行合作进度低于预期。另一方面国内知名游戏公司

纷纷布局海外业游戏市场，导致海外游戏市场也进一步被压缩。公司截至目前尚

未收到业绩补偿款。 

2、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根据幻想悦游原股东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业绩承诺及补偿”，

业绩承诺方承诺幻想悦游 2016-2018 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5000 万元、32500

万元、40625 万元，累加不少于 98125 万元。如幻想悦游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际实现的累积净利润未达到 98125 万元，业绩承诺方需向公司支付补偿。业

绩承诺方应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取得、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应补偿

金额通过股份补偿方式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业绩承诺方以自有或自筹现

金补偿。 

由于公司尚未完全支付幻想悦游原股东收购股权对价款，原股东在本次交易

中取得的股份部分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被质押、冻结股份能否赎回用于承担业

绩补偿存在不确定性。2020 年该部分债务参与了司法重整，公司已经预留该部

分股票在管理人账户中。 

根据管理人账户中预留的股份及原股东持有的可使用的股票，预计公司能收

回的股票数量为 13,844,673.61 股。公司根据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股票价格确认

2020 年预计能收回的业绩补偿金额为 36,826,831.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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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合润传媒及幻想悦游业绩补偿事宜的后续安排 

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

书》，裁定《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如下：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因合润传

媒未完成业绩承诺，王倩、王一飞、罗平、陈纪宁、牛林生、智合联作为业绩承

诺方应对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因幻想悦游未完成业绩承诺，宁波时义、宁波

初动、王玉辉、丁杰、陈嘉、林莹、徐沃坎、张飞雄作为业绩承诺方应对公司履

行业绩补偿义务。 

在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后，前述业绩承诺方作为债权人取得的抵债股票

中，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应补偿

的股票数量应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证券账户，抵债股票数量超过应补偿股票数量

的部分应直接划转至相关业绩承诺方指定的证券账户。本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管理人将提存的股票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后续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相关业绩补偿方案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前述业绩承诺方取得的抵债股票数

量如小于应补偿股票数量的，相关业绩承诺方应附加目前所持有的股票经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业绩补偿方案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中涉及的补偿股份，由公司重整管理人从业绩承诺方

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债股票中直接扣除，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并注销。

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债股票不足以覆盖补偿股份的部分，由公司

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现金股利返还部分由业绩承诺方划转至上市公司指

定账户。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具体的补偿方案，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四）关于深圳市一花科技有限公司的业绩补偿 

根据深圳市一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花科技”）原股东与公司子公司

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神互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

条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承诺一花科技 2016-2019 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 

6000 万元、7800 万元、10140 万元和 12675 万元，四年净利润累加不少于 3.6615

亿元。如一花科技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业绩的，则业绩承诺方应向天神

互动支付补偿。业绩承诺方应支付的补偿额，投资人可优先选择从应付业绩承诺

方的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不足部分，由业绩承诺方在各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后十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人支付。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天神互动尚未支付的应付业绩承诺方的股权转让

价款金额 44,929.12 万元。结合一花科技原股东的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及业绩补

偿预计可收回金额，合理预计 2020 年资产负债表日因业绩补偿应确认的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额为 44,929.12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是合规的。 

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对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相符且在重大方面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为 62.37 亿元，占期初净资产的比例为 239.09%，

商誉期初数为 62.29 亿元，你公司本期共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2.44 亿元。其中，

本期针对幻想悦游计提商誉减值 10.75 亿元；合润传媒计提商誉减值 1.21 亿元，

商誉减值计提占商誉期初账面价值比例 67.00%；一花科技计提商誉减值 20.86

元；请你公司： 

（一）结合收购时的盈利预测、现在业务开展及主要财务数据、行业发展、

现有订单等说明一花科技未完成业绩承诺但本期仅计提商誉减值 20.86 元的具

体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花科技商誉减值情况： 

单位：元 

 
商誉原值 2018 年计提减值 

2019 年计提

减值 

2020 年计提

减值 

累计计提减值

准备 

一花科技 901,957,520.86 900,130,496.36 1,827,003.64 20.86 901,957,5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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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科技主营业务为休闲棋牌类游戏的开发设计和运营，主营产品中《一花

德州扑克》运营收入占一花科技收入总额的 90%左右；受棋牌游戏整顿影响，《一

花德州扑克》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宣布停止充值和注册，9 月 30 日停止运营；

受版号暂停审批及网游总量调控影响，一花科技新研发计划于 2018 年上线运营

的大菠萝、奥马哈、地方麻将等游戏未能如期上线运营。2019 年业务持续下滑，

无新上线的游戏。 

根据 2018 年及 2019 年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信大

华”）出具的评估结果，2020 年一花的经营没有任何改善，根据评估结果将其剩

余的商誉 20.86 元在本期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一花科技本期所计提的商誉减值是合理的。 

（二）补充说明你公司对上述标的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测试方法、具体计

算过程，分析所选取参数和预估未来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以往年

度存在重大差异，商誉减值金额计提是否合理、准确，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是否合规。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幻想悦游 

（1）评估方法的选择 

2019 年以来，受游戏生命周期影响，以《火影忍者》、《神曲》、《无敌舰队》

等为代表的老游戏流水呈不断衰减趋势，同时在年底上线的《一拳超人》、《大圣

归来》等被寄予厚望的重磅新游戏表现不佳、流水远远低于预期，导致公司报告

期内收入大幅下滑。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幻想悦游主要业务都在境外，营业

收入在 2019 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截至目前，各公司收入锐减，导致企业经

营效益大幅下降，难以对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规定，经分析幻想悦游持续经营能力恶化，

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预期将小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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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次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估算资产组可收回价值。 

（2）具体计算过程 

单位：万元 

资产组

名称 

持股比

例 

归母商

誉账面

原值 

整体商

誉账面

原值 

账面经

营性净

资产 

经营性

资产及

商誉合

计 

经营性

资产可

收回金

额 

包含少

数股东

商誉减

值金额

归属于

公司商 

归属于

母公司

的累计

减值 

归母已

计提减

值 

本期应

补提减

值 

幻想悦

游 

93.54

% 

239,376.

58 

255,908

.25 

11,919.

16 

267,827

.42 

11,905.

08 

255,922

.33 

239,389

.75 

172,554

.31 

64,339.

95 

北京初

聚 

100.00

% 

57,103.4

6 

57,103.

46 

-1,206.

57 

55,896.

90 
- 

55,896.

90 

55,896.

90 

12,732.

87 

43,164.

03 

合计     
313,011

.71 
          

185,287

.18 

107,503

.98 

（3）选取参数的合理性 

依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的要求，选择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可

收回价值作为本评估报告的价值类型。 

可收回价值等于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或者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

用的净额孰高者。 

可收回价值，即为资产组在产权持有者现有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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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的孰高

者。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指按照资产组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

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

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处置费用，是指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

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等。 

公司聘请的卓信大华对幻想悦游的商誉进行了评估，《卓信大华评报字（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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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06 号》和《卓信大华评报字（2021）第 5009 号》评估报告。因此公司所选

取参数及评估方法的选择是合理的，商誉减值金额计提合理、准确，相关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是合规的。 

2、合润传媒 

（1）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规定，经分析合润传媒已持续经营 13 年，

目前资产组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处于在用状态，且能够满足生产经营需要，资产组

的可收回价值可以通过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预测；资产组的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预期将大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因此本次采用收

益法现金流量折现法估算资产组在用状态下未来现金流现值。 

（2）具体计算过程 

单位：万元 

资产组

名称 

持股比

例 

归母商

誉账面

原值 

整体商

誉账面

原值 

账面经

营性净

资产 

经营性

资产及

商誉合

计 

经营性

资产可

收回金

额 

包含少

数股东

商誉减

值金额

归属于

公司商 

归属于

母公司

的累计

减值 

归母已

计提减

值 

本期应

补提减

值 

合润传

媒 
96.36% 

52,016.

30 

53,981.

21 

-8,496.4

3 

45,484.

78 

3,718.8

9 

41,765.

89 

40,245.

61 

27,915.

55 

12,102.

34 

（3）所选取参数和预估未来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 

1）收益年限的确定 

收益期，根据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等文件规定，确定经营期限为长期；本次

评估假设公司到期后继续展期并持续经营，因此确定收益期为无限期。 

预测期，根据公司历史经营状况及行业发展趋势等资料，采用两阶段模型，

即评估基准日后 5 年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政策、市场等因素对资产组企业收入、

成本费用、利润等进行合理预测，假设第 6 年以后各年与第 5 年持平。 

2）未来收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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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期收益口径与折现率一致的原则，采用资产组自由现金流确定评估对

象的资产组价值收益指标。 

资产组现金流=税前利润+利息费用+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净增

加 

预测期税前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3）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定价模型(WACC)（税前）。 

R=Re×We/(1-T)+Rd×Wd 

式中： 

Re：权益资本成本 

Rd：债务资本成本 

We：权益资本价值在投资性资产中所占的比例 

Wd：债务资本价值在投资性资产中所占的比例 

T：适用所得税税率 

上述资本结构（Wd/We）数据，评估人员在分析被评估企业与可比公司在融

资能力、融资成本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结合被评估企业未来年度的融资情况，

采用可比公司的平均资本结构做为目标资本机构；确定资本结构时，已考虑与债

权期望报酬率的匹配性以及在计算模型中应用的一致性； 

本次评估在考虑被评估企业的经营业绩、资本结构、信用风险、抵质押以及

担保等因素后，Rd 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为基础调整得出。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Re=Rf+β×MR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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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无风险收益率，通过查询 WIND 金融终端，选取距评估基准日剩余到

期年限为 10 年以上的国债平均到期收益率做为无风险收益率； 

MRP（Rm-Rf）：市场平均风险溢价，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综合指数为基础，按收益率的几何平均值、扣除无风险收益率确定； 

Rm：市场预期收益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综合指数

为基础，按收益率的几何平均值确定； 

β：预期市场风险系数，通过查询 WIND 金融终端，在综合考虑可比上市公

司与被评估企业在业务类型、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行业竞争力、企业

发展阶段等多方面可比性的基础上，选取恰当可比上市公司的适当年期贝塔数据；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综合考虑产权持有人的风险特征、企业规模、

业务模式、所处经营阶段、核心竞争力、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依赖等因素经综合分

析确定。 

4）资产组可收回价值的确定 

资产组可收回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 

公司聘请的卓信大华对合润传媒的商誉进行了评估，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

字（2021）第 5007 号》评估报告。因此公司所选取参数和预估未来现金流量是

合理的，与以往年度不存在重大差异，商誉减值金额计提合理、准确，相关资产

减值准备计提是合规的。 

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一花科技未完成业绩承诺，商誉减值本期计提了剩余部分的 20.86

元是合理的。商誉减值金额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相符

且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五、年报显示，你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分别为 2.36 亿元、

2.10 亿元、1.13 亿元，合计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56.08%。请你公司对比同行业上

市公司，分别说明各项费用的结构占比是否合理，以及相关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例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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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一）公司费用合计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56.08%，其中销售费用占收入比例

为 23.71%，管理费用占收入比例为 21.05%，研发费用占收入比例为 11.32%。同

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销售费用率 管理费用率 研发费用率 

游戏行业 

恺英网络 30.03% 12.03% 20.31% 

三七互娱 57.04% 2.54% 7.73% 

世纪华通 17.79% 5.12% 9.99% 

完美世界 17.91% 7.41% 15.54% 

宝通科技 18.69% 7.10% 2.76% 

中青宝 28.39% 9.28% 12.22% 

掌趣科技 21.26% 6.49% 26.91% 

冰川网络 35.81% 10.93% 36.56% 

均值 28.36% 7.61% 16.50% 

互联网 

广告行业 

华媒控股 6.41% 12.71% 0.69% 

电广传媒 9.85% 18.69% 1.43% 

分众传媒 17.78% 5.66% 0.85% 

星期六 14.91% 6.23% 1.96% 

元隆雅图 4.73% 2.44% 4.36% 

宣亚国际 12.59% 6.08% 3.78% 

每日互动 13.29% 14.99% 25.98% 

均值 11.37% 9.54% 5.58% 

由于公司的游戏业务收入和互联网广告收入分别占比 52.18%和 47.82%，因

此公司的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占收入比处理合理范围内。而管理费用略高主要是

因为 2020 年公司进行了债务重整，重整费用和诉讼费用较高所引起的。 

（二）公司费用合计 5.59 亿，其中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为 1.94 亿，占费用

合计 34.73%，职工薪酬为 1.88 亿，占费用合计 33.63%。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对

比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业务宣传费占收入比 职工薪酬占收入比 

恺英网络 27.12% 22.48% 

三七互娱 55.66%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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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华通 16.86% 11.38% 

完美世界 14.01% 20.13% 

宝通科技 16.09% 7.45% 

中青宝 19.03% 22.29% 

掌趣科技 19.72% 29.08% 

冰川网络 22.56% 51.03% 

均值 23.88% 21.53% 

公司的业务宣传费和职工薪酬占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9.47%和 18.86%。略低

于同行业水平，因此业务宣传费和职工薪酬占收入比与同行业相比处于合理范围

内。 

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各项费用的结构以及相关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具有合理性。 

六、年报显示，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15.19 亿元，报告期内计

提减值准备 7.72 亿元，减值准备余额为 19.82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39.93%。2020

年度公司联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受行业情况及政策影响，部分公司因

盈利能力及可持续经营能力不足，存在减值迹象。你公司对合营企业、联营企

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为 9,589 万元，占利润总额的 51.5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联

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说明截至目前

相关公司的经营是否正常，并结合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的详细过程说明你公

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是否恰当。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2020 年度，公司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DotC United Inc和嘉兴乐玩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乐玩”），截至目前，DotC United Inc和嘉兴乐玩经营情

况正常，但因行业和政策的变化，经营能力都受到一定影响，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DotC United Inc：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额 期初余额/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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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合计 3,620,321,190.30 2,636,806,643.39 

负债合计 1,242,027,764.80 453,949,041.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378,293,425.50 2,181,871,329.92 

营业收入 1,391,787,269.60 1,621,898,867.86 

净利润 181,059,450.10 -46,668,229.26 

综合收益总额 184,165,302.50 -46,668,229.26 

嘉兴乐玩：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额 期初余额/上期发生额 

资产合计 155,164,194.25 118,412,278.93 

负债合计 74,410,591.19 91,944,285.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80,753,603.06 26,467,993.16 

营业收入 207,650,929.19 253,958,722.32 

净利润 84,285,609.90 105,549,077.26 

综合收益总额 84,285,609.90 105,549,077.26 

DotC United Inc计提减值因（1）其业绩主要由非经常性损益贡献，业绩波

动风险高。DotC United Inc2020 年度净利润 2,775 万美元，但主要由非经常性损

益投资收益贡献，2020 年投资收益达 2,539 万美元。（2）海外业务大幅缩减，

国内业务尚未起量且风险较高。DotC United Inc2020 年及以前主要开展海外移动

营销业务，2020 年收入按地区划分，海外：国内收入比约 8:2。由于海外市场逐

步成熟，移动出海营销市场整体规模增长减缓，面临日益激烈的海外市场竞争，

DotC United Inc于 2021 年大幅收缩海外业务，转型国内，目前海外：国内收入

比约 1:3。DotC United Inc国内业务为字节、快手等平台的投放代理，尚未起量，

且因国内投放代理市场竞争激烈，投放代理商对于头部媒体平台的议价能力低，

且为客户垫款存在资金链风险，新业务发展风险较高。综合上述因素影响，通过

评估，本期对DotC United Inc计提 4.55 亿减值。 

嘉兴乐玩主要运营休闲棋牌类游戏，棋牌游戏具有生命周期长、用户粘性高

等特点。目前嘉兴乐玩在线运营近 40 款不同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棋牌游戏，主要



21 

包括《湖南跑胡子》、《四川麻将》、《贵州麻将》、《福建麻将》、《皮皮斗

地主》等，且公司储备了约七十多个版号，受版号暂停影响较小；受棋牌游戏整

顿及棋牌类小程序对市场份额挤压影响，嘉兴乐玩用户活跃度、用户付费率下降。

故导致嘉兴乐玩的业务下滑。 

公司联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主要涉及游戏研发、运营及发行、广告

营销、影视等行业；公司每年都会对其进行减值测算，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其

提供评估咨询。2020 年公司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其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估值咨

询，从而确定公司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2020 年度公司联营、合营企

业及其他参股公司受行业情况及政策影响，部分公司因盈利能力及可持续经营能

力不足，存在减值迹象。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

联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的投资进行梳理，并结合现有资料秉持严谨的态

度，依据测算结果得出相关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对联营、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与公司的会

计政策相符且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七、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暂借款的期初金额为 1.67 亿元，期末

金额为 1.16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暂借款的形成原因、借款对象及其是

否为公司关联方、预期收回期限、是否已逾期等，并说明相关借款是否已履行

必要的决策程序，以及该笔款项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等情形。 

公司回复： 

截止 2020 年期末其他应收暂借款余额为 1.16 亿元，主要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出借人 借款对象 出借日期 本金 利息 合计 

无锡新游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江苏众云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12月 35,000,000.00 17,053,630.14 52,053,630.14 

无锡新游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西藏飞叶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10月 30,000,000.00 7,982,671.23 37,982,671.23 

无锡新游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鼎卉实业有

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0,000,000.00 4,767,260.27 14,767,2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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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游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和熙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6,000,000.00 2,742,000.00 8,742,000.00 

合计  81,000,000.00 32,545,561.64 113,545,561.64 

上述借款发生时公司不对无锡新游产生控制，无锡新游未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根据协议约定，上述借款均已逾期，预计难以收回。以上债务人非公司关联方，

不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等情形。 

八、年报显示，你公司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共实现重组损益 30.61 亿元。请你

公司补充说明破产重整的收入确认时点、确认金额的会计处理过程、依据及合

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本次重整将以现有总股本 932,142,900.00 股为基数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股票抵债价格=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2.20（即 7.8210 元/股），资本公积转增股票数

量=待清偿债权总额/转增股票抵债价格+预留股票数量（即共转增 730,871,061.00

股，按照每 10 股约转增 7.84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12 月 7 日，根据《重整计划》及辽宁省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将直接

登记至债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或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计入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8 日（即确认收入时点）。 

经过债权人会议和管理人最终确认后的债务总额为 4,960,825,450.19 元，公

司进行债转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债务重组方式 债务账面价值 债务重组相关损益 股本增加额 资本公积增加额 

债务转为权益

工具 
4,960,825,450.19 3,060,739,553.52 730,871,061.00 1,169,214,835.67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所规定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

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在相关资产和所清偿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

止确认，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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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确认重组收益的时点和金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具有合理性。 

九、根据你公司《重整计划》，你公司预留 4000 万股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

处置变现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偿还共益债务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请你公

司补充说明上述股份的处置进展及后续安排。 

公司回复： 

截止目前，上述股份仍存放于管理人账户中，尚未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

户。上述股份后续会根据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按照法定程序，由管理人账户划转

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后，在二级市场处置变现，以支付破产费用，偿还共益债

务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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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报显示，本报告期内你公司电竞游戏行业营业收入为5.20亿元，同比下降27.65%；毛利率为39.16%，同比下降22.66%；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主要业务所处市场竞争状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水平，详细说明电竞游戏业务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与同行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说明原因。
	三、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幻想悦游”）、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润传媒”）净利润分别为-1.31亿元、-1.14亿元，公司根据业绩补偿金额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4.97亿元。请你公司结合相关并购标的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其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具体原因，相关业绩补偿的实际执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相关业绩补偿款实际已收回金额、收回方式及时间、剩余未收回的原因及后续安排等。你公司对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等。请会计师就相关会计处理的合...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为62.37亿元，占期初净资产的比例为239.09%，商誉期初数为62.29亿元，你公司本期共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2.44亿元。其中，本期针对幻想悦游计提商誉减值10.75亿元；合润传媒计提商誉减值1.21亿元，商誉减值计提占商誉期初账面价值比例67.00%；一花科技计提商誉减值20.86元；请你公司：
	（一）结合收购时的盈利预测、现在业务开展及主要财务数据、行业发展、现有订单等说明一花科技未完成业绩承诺但本期仅计提商誉减值20.86元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二）补充说明你公司对上述标的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测试方法、具体计算过程，分析所选取参数和预估未来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以往年度存在重大差异，商誉减值金额计提是否合理、准确，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合规。

	五、年报显示，你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分别为2.36亿元、2.10亿元、1.13亿元，合计占营业收入比例为56.08%。请你公司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分别说明各项费用的结构占比是否合理，以及相关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六、年报显示，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5.19亿元，报告期内计提减值准备7.72亿元，减值准备余额为19.82亿元，占资产总额的39.93%。2020年度公司联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受行业情况及政策影响，部分公司因盈利能力及可持续经营能力不足，存在减值迹象。你公司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为9,589万元，占利润总额的51.5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联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说明截至目前相关公司的经营是否正常，并结合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的详细过程说...
	七、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暂借款的期初金额为1.67亿元，期末金额为1.16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暂借款的形成原因、借款对象及其是否为公司关联方、预期收回期限、是否已逾期等，并说明相关借款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以及该笔款项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等情形。
	八、年报显示，你公司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共实现重组损益30.61亿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破产重整的收入确认时点、确认金额的会计处理过程、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九、根据你公司《重整计划》，你公司预留4000万股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处置变现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偿还共益债务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股份的处置进展及后续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