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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告 
 

请年审会计师对该报告中公司填报的内容核实并确认。 

年审会计师是否已核实确认：√是 □否  

年审会计师姓名：罗曼、陈敬波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 是否进行减值测试 

√是 □否  

注：如选是请继续填写后续内容。 

二、 是否在减值测试中取得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 

√是 □否  

资产组名称 评估机构 评估师 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价值类型 评估结果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

公主岭农网有线电视相关业务净资产所形成的与商誉相

关的最小资产组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 

肖华  

孙艳南 

国融兴华评报字

[2022]第 030023号 
可收回金额 2,636.83万元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

吉林市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有限责任公司有线电视传输业

务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 

肖华  

孙艳南 

国融兴华评报字

[2022]第 030028号 
可收回金额 

28,080.27万

元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

蛟河广播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净资产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

的最小资产组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 

肖华  

孙艳南 

国融兴华评报字

[2022]第 030024号 
可收回金额 2,666.34万元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

三亚樾城投资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

的最小资产组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 

肖华  

孙艳南 

国融兴华评报字

[2022]第 030025号 
可收回金额 

64,645.00万

元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

通化市广电局有线电视传输业务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

最小资产组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 

肖华  

孙艳南 

国融兴华评报字

[2022]第 030027号 
可收回金额 

12,361.90万

元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

长春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有线电视传输业务所形成的

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 

肖华  

孙艳南 

国融兴华评报字

[2022]第 030026号 
可收回金额 

176,443.50万

元 

 

三、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资产组名称 
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 
备注 是否计提减值 备注 减值依据 备注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公主岭农网有

线电视相关业务净资产所形成的与

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

迹象 
 否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吉林市有线广

播电视传输有限责任公司有线电视

传输业务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

小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

迹象 
 否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蛟河广播电视

台有线电视台净资产所形成的与商

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

迹象 
 否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三亚樾城投资

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所形成的与商

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

迹象 
 否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通化市广电局

有线电视传输业务所形成的与商誉

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

迹象 
 否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长春有线电视

网络有限公司有线电视传输业务所

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

迹象 
 否     

 

四、 商誉分摊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的确定方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账面金额 

商誉分

摊方法 

分摊商誉

原值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

该公司并购公主岭农网有线电视相关业务净

资产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包含商誉相关资产组的长期资产，具体

包括商誉与相关的固定资产 

与业务相关的最小

资产组 
565.58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 包含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的各项长期资 与业务相关的最小 50,846.47   



该公司并购吉林市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有限责

任公司有线电视传输业务所形成的与商誉相

关的最小资产组 

产，具体包括商誉与相关的固定资产、

工程物资、在建工程、长期待摊费用 

资产组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

该公司并购蛟河广播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净资

产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包含商誉相关资产组的长期资产，具体

包括商誉与相关的固定资产 

与业务相关的最小

资产组 
541.21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

该公司并购三亚樾城投资有限公司房地产业

务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包含商誉相关资产组的各项资产，具体

包括商誉与相关的流动资产、固定资

产、流动负债 

与业务相关的最小

资产组 
60,279.60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

该公司并购通化市广电局有线电视传输业务

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包含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的各项长期资

产，具体包括商誉与相关的固定资产、

工程物资、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

待摊费用 

与业务相关的最小

资产组 
12,992.09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

该公司并购长春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有线

电视传输业务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

产组 

包含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的各项长期资

产，具体包括商誉与相关的固定资产、

工程物资、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

待摊费用 

与业务相关的最小

资产组 
142,099.68   

 

 

五、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一） 重要假设及其理由 

（一）一般假设 

1、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



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

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做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二）特殊假设 

（1）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等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2）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3）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企业管理层在合理和有依据的基础上对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整个经济状

况进行最佳估计，并将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建立在经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数据之上； 

（4）评估对象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各类产品的销售。在未来经营期内其主营业务结构、收入成本构成以及未来业务的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其

目前的状态持续，其未来经营期内各年度生产量，按照其现有的生产能力，不考虑其可能超产或减产等带来的特殊变动。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

营策略和追加投资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经营能力、业务规模、业务结构等状况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动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即本价值是基于基准日水

平的生产经营能力、业务规模和经营模式持续； 

（5）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不应当包括与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尚未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或者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目前各生产

设备均正常运营，以后保持其生产能力，假设其不再对生产设施、技术装备等经营生产能力进行扩大性的追加投资。生产设施、技术装备等生产能力的更

新，在详细预测期后等额于其对应资产的折旧额。即以其固定资产的折旧回收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营运资本增加额与运营规模及其所需营运成本和营运效

率同步变化； 



（6）在未来的经营期内，评估对象的营业费用和管理费用等各项期间费用在公司 2021年人员编制、费用预算等基础上确定，并根据公司预期收益情

况相应变化； 

（7）为了如实测算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此次评估采用公平交易中企业管理能够达到的最佳的未来价格估计数进行预计； 

（8）被并购方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9）评估人员所依据的对比公司的财务报告、交易数据等均真实可靠； 

（10）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并购方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 

（11）本次评估的各项参数取值不考虑未来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12）本次评估假设企业于年度内均匀获得净现金流。 

 

（二） 整体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商誉账面价值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商誉账面价值 

全部商誉账

面价值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内其他资产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

公司并购公主岭农网有线电视相关业务净资产

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317.61  317.61 565.58 883.19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

公司并购吉林市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有限责任公

司有线电视传输业务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

小资产组 

1,132.62 1,310.71 2,443.33 50,846.47 53,289.80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 1,145.26  1,145.26 541.21 1,686.47 



公司并购蛟河广播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净资产所

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

公司并购三亚樾城投资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所

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3,032.24  3,032.24 60,279.60 63,311.84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

公司并购通化市广电局有线电视传输业务所形

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2,477.65  2,477.65 12,992.09 15,469.74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

公司并购长春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有线电视

传输业务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3,593.93 1,540.26 5,134.19 142,099.68 147,233.87 

 

（三） 可收回金额 

1.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适用 √不适用  

2.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预测期间 
预测期营业

收入增长率 

预测期

利润率 

预测期

净利润 

稳定

期间 

稳定期营业

收入增长率 

稳定期

利润率 

稳定期

净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来

现金净流

量的现值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公主岭农网有

线电视相关业务净资产所形成的与

永续期        14.31% 2,636.83  



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吉林市有线广

播电视传输有限责任公司有线电视

传输业务所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

小资产组 

永续期        13.51% 28,080.27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蛟河广播电视

台有线电视台净资产所形成的与商

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永续期        13.97% 2,666.34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三亚樾城投资

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所形成的与商

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2022 年-

2053 年 5

月 5 日 

       11.25% 64,645.00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通化市广电局

有线电视传输业务所形成的与商誉

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永续期        13.62% 12,361.90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长春有线电视

网络有限公司有线电视传输业务所

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最小资产组 

永续期        14.21% 176,443.50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预测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预测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稳定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稳定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稳定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折现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四） 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账面

价值 

可收回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商誉减值准备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

商誉减值准备 

本年度商誉减值

损失 

不适用       

 

六、 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 

本年商誉减值损

失金额 

是否存在业绩

承诺 

是否完成业绩

承诺 
备注 

不适用          



 

七、 年度业绩曾下滑 50%以上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 

本年商誉减值损

失金额 

首次业绩下滑

50%以上的年度 

下滑趋势是否

已扭转 
备注 

不适用         

 

八、 未入账资产 

□是 √否  

资产名称 资产类型 资产寿命 未入账原因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