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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的回复 

 

众环专字（2021）0500108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我们于 2021 年 5 月 16 日收到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

或“公司”）转来的贵部下发的《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21〕第 21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我们结合已执行的审计工作，针

对《关注函》中要求会计师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整理回复如下： 

 

【关注函问题 2】 

2.请你公司相应年度年审会计师说明对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子公司进行年审时实施的审

计程序，进场审计具体情况，能否获取所需资料、数据，原管理团队是否配合其工作。 

【会计师答复】 

摩登大道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均由我所执行审计工作，这两年我所对武汉悦然心动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然心动”）的审计情况如下： 

审计期间 审计方式 进场时间 

2019 年度 远程审计 2019 年 12 月及 2020 年 3 月至 5 月 

2020 年度 现场审计与远程审计相结合 2020 年 12 月及 2021 年 2 月至 4 月 

摩登大道 2019 年年报及 2020 年年报审计项目组成员（以下简称“项目组”或“我们”）

先后对悦然心动 2019 年至 2020 年年报进行了预审和正式审计。2020 年初由于新冠疫情爆

发，武汉被封城，因此 2019 年年报我们对悦然心动执行远程审计。为确保远程审计提供资

料的真实性，我们通过现场视频的方式让悦然心动员工现场导出数据，通过微信、QQ 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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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2020 年年报我们对悦然心动实施了现场审计与远程审计相结合的方式。 

2019 年报和 2020 年年报审计期间，本所项目经理邬夏霏及项目组成员与摩登大道财务

总监赖学玲、悦然心动财务经理赵斌沟通了项目审计计划、审计程序和审计结果。这两年审

计工作的对接由悦然心动董事会秘书雷述超、财务经理赵斌等负责。相关人员能积极配合审

计人员完成银行函证、往来函证等审计程序，并按照审计人员的要求提供财务报表、记账凭

证、系统截图、APP 活跃用户数等财务、业务资料。审计人员在获取审计证据及接触必要

的内部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时未受到限制，时任管理团队能够较好的配合我们的审计工作。 

 

【关注函问题 3】 

3.结合上述问题 1、2 的答复内容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说明你公司以前年度能否

对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子公司实施控制，将其纳入以前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并请提

供充分、客观的依据。请你公司相应年度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 年修订）》第七条规定“合并财务报

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

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

金额。” 

2017 年 4 月 17 日，悦然心动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自此本公司拥有对悦然心

动的权力。 

悦然心动董事会成员均由本公司委任，其中，本公司委任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中的 2

名人员继续担任董事，委任 3 名除原管理团队外的人员担任董事。在保证悦然心动原管理

团队整体稳定的前提下，由本公司委派财务负责人参与日常经营。根据悦然心动公司章

程，重大事项需经股东决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后，由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具体执行。本公

司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经股东会决议，向股东利润分配 5,000 万元，本公司拥有悦然心动

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本公司认为自悦然心动纳入年度合并报表以来至 2020 年度期间，

能够通过参与悦然心动的相关活动影响其回报金额且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悦

然心动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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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公司以前年度能对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子公司实施控制，将其纳入以前年度合

并财务报表是恰当的。 

【会计师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 年修订）》第七条规定“合并财

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

报金额。”因此，控制的定义包含三项基本要素：一是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二是

因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三是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

金额。在判断投资方是否能够控制被投资方时，当且仅当投资方具备上述三要素时，才能表

明投资方能够控制被投资方。 

针对上述控制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我们获取了悦然心动的章程、营业执照、悦然心动管理层的经营情况汇报等文件

资料，通过检查相关文件，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判断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摩登大道是否对悦然心动实施控制； 

（2）通过与摩登大道管理层、治理层的沟通，结合我们对悦然心动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年报审计工作的执行情况，判断公司委派的管理层的履职情况，判断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摩登大道是否对悦然心动具有生产经营和财务的决策权，是否实施

控制。 

经核查，摩登大道是拥有悦然心动的 100%股权的股东，根据《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章程》，股东的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委派董事监事、审批相

关报告及年度预算、决算方案、审批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等，因此符合“投

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这两个要

素。 

2019 年度，摩登大道曾先后任命林永飞、翁武强、胡圣、陈国兴、颜庆华、郭小群、

林毅超、翁文芳、林国为悦然心动董事会成员，免去颜庆华董事长职务，委派林毅超为悦然

心动董事长。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由摩登大道任命的悦然心动在职董事为林毅超、颜

庆华、陈国兴、翁文芳、林国，其中林毅超为董事长。2020 年 9 月 16 日，摩登大道免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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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董事职务，委派赖学玲为悦然心动新任董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由摩登大道任

命的悦然心动的在职董事为林毅超、颜庆华、陈国兴、翁文芳、赖学玲，其中林毅超为董事

长。2019 年度，悦然心动涉及公章用印事项，需提交至摩登大道审批；2020 年度，摩登大

道进一步加大对悦然心动的控制，除了公章用印事项，部分成本费用的支付等事项需提交至

摩登大道审批。2020 年度悦然心动的经营状况需定期向摩登大道汇报。 

摩登大道通过以上方式参与悦然心动的经营活动，符合“因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

享有可变回报”这一要素。且我们在执行 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年报的审计工作时，悦然心

动时任管理层能够较好地配合审计工作，在审计过程中未受到限制，因此我们认为摩登大道

在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对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子公司可以实施控制，将其纳入以前年度合并

财务报表是恰当的。 

 

【关注函问题 5】 

5.逐年说明悦然心动的业绩变动原因尤其是 2020 年与同行业公司在疫情期间的业绩表

现相比存在较大背离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上述问题 4 的答复内容，说明悦然心动历史

业绩是否真实。请相应年度年审会计师说明对悦然心动海外收入所执行的审计程序。 

【公司回复】 

悦然心动自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日起至 2018 年底，得益于其团队不断开发新产品并深

受海外用户欢迎，业绩逐年上升。2019 年，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5,160,039.59 元，较上年下降 2.6%；净利润 53,244,997.16 元，较上年 68,209,488.00 元下

降 21.94%，主要是研发费用上升所致。 

针对疫情期间悦然心动与同行业公司的业绩表现存在较大背离的情况，本公司听取了其

原管理团队工作汇报，并多次交流访谈，认为 2020 年悦然心动在疫情期间业绩大幅下降主

要原因如下： 

（1）新增用户获取难度增加 

2020 年初，全球爆发新冠疫情。为积极防御新冠疫情，苹果公司于年初宣布关闭全球

大量线下零售商店，导致用户新增设备急剧减少，进而影响了悦然心动公司的新增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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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美用户购买力下降 

悦然心动公司用户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欧美文化注重消费，不注重储蓄。随着欧美

地区疫情发展态势的进一步恶化，欧美地区用户的收入出现下滑趋势，由此降低了用户在

悦然心动公司应用内的付费购买力，导致悦然心动公司收入减少。2020 年，悦然心动公司

总收入为 128,716,085.52 元，较 2019 年下降 64.75%。 

（3）用户碎片化时间减少，公司广告变现效率变低 

悦然心动公司目前产品的主要特点为用户通过自己闲暇的碎片化时间试玩公司应用，

进而在应用中付费或者观看广告。随着海外疫情的进一步恶化，用户待在家里的时间变

长，碎片化的时间变少，用户更多地转向PC端及移动端大型游戏产品，从而导致用户使用

悦然心动公司产品的时间减少（广告变现效率及收益降低）及月活跃数降低，进一步影响了

悦然心动公司的收入。2020年，悦然心动公司产品月活跃用户数为6,924,621，较2019年下

降 59.90%。 

（4）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末端，收入增长乏力 

悦然心动目前线上的产品多处于生命周期末端，市场竞争逐渐提高了门槛，机会型产

品机会变小。并且随着市场的发展，用户对移动互联网产品的品质有了更高的需求，公司

新研发的产品未能有效匹配市场，市场竞争逐渐提高了门槛，机会型产品机会变小。 

因此，公司认为悦然心动纳入年度合并报表以来至 2020 年度期间历史业绩真实。而产

品处于生命周期的末端，新研发的产品未能有效匹配市场，收入增长乏力，是导致 2020 年

悦然心动疫情期间的业绩表现相比存在较大背离的主要原因。 

【会计师回复】 

悦然心动业务主要是移动互联网应用的研发和运营服务，海外的主要收入为应用内付费

收入和广告收入，收入主要来源于 APPLE Inc.、GOOGLE Inc.、Facebook Inc.、Applovin 

Corporation 等客户。 

收入具体确认方式如下： 

（1）应用内付费收入：用户在客户的官方应用商店免费下载软件，如果要使用应用中

的高级功能，可在应用内直接支付。每月悦然心动登录客户的官方后台获取当月预结算单，



第 6 页/共 16 页 

确认当月收入。客户将对应月份的收入支付过来后，悦然心动再根据实际收到的收入做相应

调整； 

（2）广告收入：悦然心动广告收入主要系通过与客户广告平台合作，在 App 中嵌入广

告平台的广告，每月悦然心动登录客户的官方后台获取当月预结算单，确认当月收入。客户

将对应月份的收入支付过来后，悦然心动再根据实际收到的收入做相应调整。 

针对 2019 年、2020 年悦然心动海外收入，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了与收入相关的内部控制，并复核相应的内控设计及执行的有

效性； 

（2）对相关业务人员进行访谈，了解主要客户的合作模式、收入计算及结算流程等是

否存在异常变化； 

（3）对悦然心动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悦然心动 2020 年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

并获取 2018 年至 2020 年主要 APP 的活跃用户数进行对比，分析其合理性； 

（4）对客户进行抽样，选取样本，核对样本客户结算单数据与账面确认收入是否存在

异常，并检查了相关合同、银行流水等，核实销售业务的真实性； 

（5）结合应收账款，对样本客户执行函证程序，确认报告期内销售金额及期末应收账

款情况，对未回函客户，执行替代测试； 

（6）对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检查收入是否存在跨期情况。 

经核查，悦然心动与收入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合理并得到有效执行；与客户的合作模式、

收入计算及结算流程与以前年度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2018 年至 2020 年主要 APP 的活跃

用户数变动情况与悦然心动的收入变动存在同向变动；从第三方获取的预结算单数据与收

入、银行流水等基本一致；应收账款及销售金额回函及替代结果基本一致；收入未存在跨期

情况。因此 2019 年、2020 年悦然心动的海外收入具有真实性。 

 

【关注函问题 6】 

6. 请对比分析 2018-2020 年末悦然心动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关键假设（包括但

不限于预测期、收入增长率、费用率、利润率、折现率等）及详细测算过程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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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认定无减值迹象而 2019、2020年度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在此

基础上说明你公司相应年度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商誉减值“大洗澡”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

及评估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6 年 10 月 27 日，公司与颜庆华、刘金柱、赵威、陈国兴、曾李青、武汉悦然心动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悦然心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颜

庆华、刘金柱、赵威、陈国兴、曾李青、武汉悦然心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悦然

心动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300 万元、4,550 万元和

6,150 万元。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悦然心动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4,174.53万元、4,971.52万元、6,399.62万元，累计为15,545.67万元。悦然心动2016年度、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已完成承诺的净利润数额。 

（二）2018 年和 2019 年针对悦然心动商誉减值的计算过程和结果 

2018 年和 2019 年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一致，均采用收益法。 

1、2018 年与 2019 年选取模型及关键假设如下所示： 

口径 资产组 
商誉金额 

（万元） 

未来现金流现值 

（税前） 
预测期限 折现率 永续增长率 

2018 年 
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长期待摊费用 
40,907.43 税前现金流模型 永续期 Rwacc 0% 

2019 年 
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长期待摊费用 
40,907.43 税前现金流模型 永续期 Rwacc 0% 

从上表可知，两次减值测试资产组划分的范围一致，两次减值测试选取的模型及关键

假设参数一致，判断可收回金额的口径均为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满足商誉减值相关会计准

则的规定。 

2、2018 年和 2019 年针对悦然心动商誉减值关键参数 

口径 关键参数 2019-12-31 2020-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3-12-31 2024-12-31 永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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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 关键参数 2019-12-31 2020-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3-12-31 2024-12-31 永续期 

2018 年 

收入水平 31,847.03 35,055.05 37,077.40 38,844.47 40,203.55  40,203.55 

收入增长率 -15.05% 10.07% 5.77% 4.77% 3.50%   

费用率% 11.54% 11.53% 11.54% 11.59% 11.64%  11.64% 

税前利润率% 20.11% 18.79% 18.56% 18.37% 17.96%  17.96% 

税前折现率% 16.06% 16.06% 16.06% 16.06% 16.06%  16.06% 

2019 年 

收入水平  26,518.55 29,308.73 28,792.26 26,796.71 23,919.95 23,919.95 

收入增长率  -27.38% 10.52% -1.76% -6.93% -10.74% 0.00% 

费用率%  19.47% 18.04% 18.96% 20.63% 23.51% 23.51% 

税前利润率%  1.19% 7.68% 8.37% 8.73% 7.68% 7.68% 

税前折现率%  15.62% 15.62% 15.62% 15.62% 15.62% 15.62% 

采用上述模型和参数，通过计算，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42,180.00 万元，大于商誉金额，无减值迹象。 

采用上述模型和参数，通过计算，2019 年 12 月 31 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11,800.00 万元，小于商誉金额，商誉减值金额为 29,107.43 万元。 

（三）关键参数差异的具体原因 

1、盈利水平主要受收入预测的影响，2019 年预测收入较 2018 年预测收入下降，主要

原因为以下几点： 

（1）公司所处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属于完全竞争性行业，虽然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科研

开发投入，努力提高服务和技术的先进性，在所在细分市场上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随着近年来海外平台政策趋严、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用户获取难度的增加及中美贸易

摩擦的持续影响，预计会对公司未来业绩增长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2）2020 年初，全球爆发新冠疫情，预计疫情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造成巨大冲击的同

时，有可能也会导致公司错失长足的发展机会； 

（3）公司线上的产品逐渐进入到生命周期中后期，收入及盈利状况有所下滑；同时，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及用户对移动互联网产品品质的更高要求，公司新研发的产品未能有效

匹配市场，市场竞争逐渐提高了门槛，机会型产品机会变小。 

2、移动互联网行业经过几年的发展，进入到成熟稳定的中后期，成为完全竞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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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产品同质化严重，获取用户成本不断攀升，由此导致公司买量成本上

升，净利润下降。 

3、影响利润率水平差异主要为期间费用的影响，期间费用主要为人工成本、研发投入

等固定成本，收入降低影响期间费用率升高，因此利润率降低。 

4、在收入规模增长疲软的情况下，为维持现有的用户规模及市场，使企业能够持续经

营，需持续投入研发及广告等成本，故 2020 年各项利润指标均处于较低值，随着疫情影响

的减弱，相关利润指标需逐步恢复到正常合理的水平。 

（四）2020 年商誉减值情况 

1、对未来预计的情况 

2020 年度报告期内悦然心动未有新产品上市，公司原收购的软件已处于生命周期末

端，同时受新冠肺炎的持续影响，欧美地区疫情发展态势的进一步恶化，预计悦然心动未

来长期亏损，具体原因如下： 

（1）全球新冠疫情进一步恶化导致悦然心动产品带来收入急剧下降 

1）悦然心动目前产品的主要特点为用户通过自己闲暇的碎片化时间试玩应用，进而在

应用中付费或者观看广告。随着海外疫情的进一步恶化，用户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碎片

化的时间变少，用户更多地转向PC端及移动端大型游戏产品，从而导致用户使用悦然心动

产品的时间减少（广告变现效率及收益降低）及月活跃数降低，进一步影响了悦然心动的收

入。2020 年，悦然心动产品月活跃用户数为 6,924,621，较 2019 年下降 59.90%。 

2）悦然心动用户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欧美文化注重消费，不注重储蓄。随着欧美地

区疫情发展态势的进一步恶化，欧美地区用户的收入出现下滑趋势，由此降低了用户在悦

然心动应用内的付费购买力，导致悦然心动收入减少。2020 年，悦然心动总收入为

128,716,085.52 元，较 2019 年下降 64.75%。 

（2）原收购的软件已处于生命周期末端需持续投入以完成产品迭代 

1）公司所处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属于完全竞争性行业，需要不断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努

力提高服务和技术的先进性，且公司线上的产品已进入到生命周期后期，收入及盈利状况

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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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动互联网行业经过几年的发展，进入到成熟稳定的中后期，成为完全竞争市场。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产品同质化严重，获取用户成本不断攀升，由此导致公司买量成本上

升，净利润下降。 

（3）悦然心动未有新的营业收入增长点 

公司管理团队与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沟通过程中，对方无法提供报告期内研发上市的

新产品信息，因此公司判断悦然心动短期内没有新产品上市，无法为公司带来新的营业收

入增长点。 

2、2020 年针对悦然心动商誉减值的计算过程和结果 

预期原收购形成的资产组已经无法持续产生现金净流入，预计悦然心动未来长期亏

损，2020 年度预测的未来盈利预测如下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主营业务收入 991.49 271.90 70.25 20.32 2.40 

减：主营业务成本 1,334.80 844.07 757.17 724.23 717.4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0.31 0.09 0.02 0.01 0.00 

主营业务利润 -343.62 -572.25 -686.94 -703.92 -714.99 

加：其他业务利润      

减：期间费用 1,868.38 1,901.66 1,938.54 1,977.03 2,016.47 

折旧摊销 24.04 75.38 34.87 23.75 28.50 

加：其他收益      

EBIT -2,236.05 -2,549.29 -2,660.35 -2,704.70 -2,759.96 

减：财务费用 141.24 141.24 141.24 141.24 141.24 

资产减值损失      

加：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利润 -2,377.29 -2,690.53 -2,801.59 -2,845.95 -2,901.20 

加：营业外收支净额 - - - - - 

利润总额 -2,377.29 -2,690.53 -2,801.59 -2,845.95 -2,901.20 

减：所得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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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净利润 -2,377.29 -2,690.53 -2,801.59 -2,845.95 -2,901.20 

2020 年度采用未来现金流量的方法计算所得结果显著为负，2020 年年末企业账面存在

的资产仍然具有处置及变现的价值，按照会计准则“可收回金额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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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较高者”进行计算，故 2020 年

度减值测试应按照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确定可收回金额，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公允价值 

本次评估根据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实际情况对委估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具体

评估方法如下：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即：评估净值=评估原值×综合成新率 

1）重置成本 

电子办公设备多为企业办公用电脑、打印机等设备，由经销商负责运送安装调试，重

置成本直接以不含税购置价确定。 

2）综合成新率 

电子及办公设备成新率，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来确定其综合成新率；对于大型的

电子设备还参考其工作环境、设备的运行状况等来综合确定其成新率。 

 其他无形资产 

悦然心动的无形资产包括著作权、软件著作权、域名、专利权、商标，均为悦然心动

运营软件产品对应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价值主要体现为超额收益，悦然心动目前的软

件产品已处于生命周期末端，无获利能力，而对软件的更新迭代或维护成本远高于其转让

价值，故本次对无形资产的评估为零。 

（2）处置费用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把该项资产组看作为一个整体项目进行处置，在考虑处置费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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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按整体项目考虑处置费。整体处置费用计费基数依据以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费率依据

处置资产所需的费用计算标准。具体处置费用取费情况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费率/税率 计算公式 参考标准 

增值税 13.00% 
评估后资产公允价值（含税）

÷1.13×0.13 
 

城建税 7.00% 增值税×税率  

教育费附加 3.00% 增值税×税率  

地方教育费附加 1.50% 增值税×税率  

中介服务费 评估  实际收费金额 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2009）2914 号 

挂牌交易费 2.00% 评估后资产公允价值×费率 
国管资〔2009〕246 号资产处置进场交

易服务费标准 

（3）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公允价值－处置费用 

采用上述方法，通过计算，2020年 12月 31日预计可收回金额为 94.59万元，因可收回

金额为商誉原值的 0.23%，金额很小。同时 2021 年 1 季度悦然心动净利润为-609.94 万元，

因此将悦然心动商誉全额计提，即本期计提商誉减值金额为 11,800.00 万元。 

综上，本公司认定 2018 年度悦然心动商誉没有减值迹象，2019 年和 2020 年对悦然心

动商誉计提减值是合理的，计提金额充分，减值测试过程及结果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本公司相应年度没有存在通过计提商誉减值“大洗澡”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针对 2019 年、2020 年的商誉减值损失，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复核管理层对资产组的认定和商誉的分摊方法； 

（2）评价管理层估计资产组可收回价值时采用的假设和方法； 

（3）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利用的外部资产评估专家工作，评估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

质和客观性； 

（4）获取并阅读外部专家出具的评估报告，复核评估报告中所披露的评估依据、评估

假设、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5）检查财务报告中对商誉减值相关信息披露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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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2019 年与 2020 年管理层对资产组的认定和商誉的分摊方法一致；管理层估计

资产可回收价值采用的假设和方法与资产情况相符，外部资产评估专家具有胜任能力、专业

素质和客观性；评估报告中所披露的评估依据、评估假设，评估参数与资产组的经营情况相

符，具有合理性；财务报告对商誉减值相关信息披露充分，因此我们认为 2019 年与 2020

年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 

 

【关注函问题 7】 

7.说明你公司《失控公告》所述各类情形在 2021 年 4 月即发生，是否影响你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年审工作，你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相关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

整，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是否恰当；你公司 2021 年 5 月方认定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公司处于失

控状态是否及时，理由是否充分。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截至披露日，悦然心动相关资料均正

常交接，未影响年报编制和年审工作，2020 年年度报告的相关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2021 年 4 月 23 日，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封闭工作场所并拒绝与本公司沟通，本公司委派的

悦然心动董事长代表悦然心动陆续通过微信、邮件以及发函方式要求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

配合资料交接工作，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收到函件后仍以各种理由拒绝执行。经多轮沟通

未果，本公司方于 2021 年 5 月 16 日披露《失控公告》，该信息披露及时、理由充分。 

【会计师回复】 

针对本次《失控公告》的内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我们对悦然心动 2020 年年报工作执行了审计工作，具体详见本关注函问题 2 的回

复； 

（2）检查了摩登大道委派的悦然心动董事长发出的《公司财务管理保全通知》、给陈

兴国、刘金柱、颜庆华、赵威及雷述超等人的《告知函》及他们的回函等资料，了解相关情

况； 

（3）检查了自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悦然心动重要子公司员工的社保缴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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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公司员工的社保缴纳情况； 

（4）检查了悦然心动 2021 年 4 月股东决议及相关的人事任免文件、工商变更备案等相

关资料，了解悦然心动截至本报告日的工商信息情况； 

（5）通过查看公司公告、询问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与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目前沟通

情况； 

（6）检查公司公章、法人章等印章状态。 

结合本关注函问题 2 的核查情况，2020 年度摩登大道对悦然心动实施控制，2020 年年

度报告将其纳入合并财务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020 年年度报告的相关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我们的审计意见恰当。 

经核查，2021 年 4 月，摩登大道启动对悦然心动原管理层团队的专项审计工作，悦然

心动原管理层团队收到通知后，只移交部分财务资料。关于印章方面，由于悦然心动及其下

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悦然心动集团”）的部分公章、法人章由摩登大道保管，而财务专用

章等印章由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保管。摩登大道从 4 月下旬开始，通过作出股东决议，配合

采取变更悦然心动集团的工商登记信息、与物业公司和辖区派出所沟通，争取各方配合完成

悦然心动办公场所的接管等措施去接管悦然心动。 

查阅公司与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的沟通函件，5 月 9 日，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针对摩登

大道委派的悦然心动董事长发出的《告知函》进行回复，回复函中，悦然心动原管理团队认

为摩登大道罢免其职位程序不合规，对摩登大道罢免其职位的决定有权不予执行。因此摩登

大道 2021 年 5 月方认定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公司处于失控状态是及时的，是当前的一种客观

事实，理由充分。 

 

【关注函问题 8】 

8.说明《失控公告》的披露是否将导致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公司不再纳入你公司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并评估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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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悦然心动资料失控事项，本公司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人事任免、补

办相关证照、积极与税务部门/公安机关/物业管理公司沟通报备等，尽力保全公司资料的

完整性，具体措施详见关注函问题 10 回复，悦然心动资料失控事项最终结果无法确定，因

此暂时无法判断本公司《失控公告》的披露是否将导致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公司不再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及该事项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会计师回复】 

针对《失控公告》的披露是否将导致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公司不再纳入你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详见本关注函问题 7 的回复。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悦然心动集团共有分公司 1 家，子公司 11 家，其中境外子公

司共有 5 家。截至本报告日，摩登大道保管了 1 家分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及法人章，4 家境

内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及法人章、2 家境内子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4 家境外子公司的公

章，其他印章仍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如上所述，悦然心动部分重要的印章，如公章、法人章大部分由摩登大道保管，目前公

司通过作出股东决定、配合变更悦然心动的工商信息、与物业公司和辖区派出所沟通，争取

各方配合完成悦然心动办公场所的接管等措施去接管悦然心动，截止本报告日，摩登大道已

完成武汉悦然、武汉乐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公司的工商变更，其余 8 家公司尚未

完成工商变更，且尚未完成对悦然心动办公场所的接管。 

根据目前获取的资料，我们认为摩登大道《失控公告》披露的事项是客观的事实，摩登

大道目前仍在处理该事项，该事项的最终结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暂时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公司是否已经失去对悦然心动的控制权，亦无法判断悦

然心动失控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摩登大道《失控公告》的

披露是否将导致悦然心动及其下属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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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1 年 6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