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8]第 ZI022 号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8]第 ZI022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本所收到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妮股份”或“公司”）转发的贵
所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函告安妮股份的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73 号《关于对厦
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本所作为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聘请的审计机
构，对贵所提出的涉及会计师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落实与核查，具体回复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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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关注函“1、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商誉减值相关会计处理的
合规性发表专业意见。
”

【回复】
1、

公司 2016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15 年收购深圳市微梦想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梦想”）
51%股权，形成商誉账面价值 8,524.43 万元。
公司于 2016 年收购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元国讯”）100%，
形成商誉账面价值 104,100.60 万元。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的要求，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
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公司于每年年终对收购微梦想、畅元
国讯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符合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及时性。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的要求，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
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
在减值迹象的，应当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含
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
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商誉的减
值损失。
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程序：
第一步：确定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可收回金额以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和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孰高进行确认的
原则确定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① 按照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确定的可收回金额
公司采用收益法对微梦想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测算，其评估价值为
16,480.29 万元，同时公司估计不会发生相关处置费用，故确定该资产组的公
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为 16,480.29 万元。
公司采用收益法对畅元国讯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测算，其评估价值
为 117,909.96 万元，同时公司估计不会发生相关处置费用，故确定该资产组的
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为 117,909.96 万元。

②按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可确定的可收回金额
a、净现金流量：采用企业经营自由净现金流量，即：净现金流量＝净利润+
税后利息支出+折旧和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净增加。通过对企业所处
行业分析，结合微梦想的历史年度数据情况预测微梦想未来年度的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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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微梦想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成本控制水平，预测未来年度成本、费用及相关
税费，并结合近年微梦想各项财务指标及长期资产情况，测算出预测期内各期
税后利息支出、折旧和摊销、资本性支出以及营运资金净增加情况。通过上述
方法预测微梦想、畅元国讯未来各期的净现金流量。
b、折现率：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考虑到收益额口径为自由
净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为：WACC＝Ke ×
E/（D+E）+Kd ×D/（D+E）×（1－T）。选取五年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作为
无风险报酬率，结合上证指数及深证指数及无风险报酬率计算出市场风险溢
价，并考虑企业的特有风险，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情况计算出β 系数和
资本结构，通过上述方法计算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按照上述方法测算出微梦想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16,480.29 万元。 根据上述
可收回金额以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和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孰高进行确认的
原则确定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6,480.29 万元。
按照上述方法测算出畅元国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117,909.96 万元。 根据
上述可收回金额以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和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孰高进行确
认的原则确定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17,909.96 万元。

第二步：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
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微梦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6,480.29 万元，大于其不包含商誉的账面价值
4,780.09 万元,不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畅元国讯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17,909.96 万元，大于其不包含商誉的账面价
值 13,521.26 万元,不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第三步：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
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
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
当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微梦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6,480.29 万元，小于其包含商誉的账面价值
21,494.66 万元，其差额 5,014.37 万元应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商誉为公司收
购微梦想 51%股权形成，故对收购微梦想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557.33
万元。
畅元国讯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17,909.96 万元，大于其包含商誉的账面价值
117,621.86 万元,不存在商誉减值。

综上，公司 2016 年度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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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截止本说明出具日，我们对安妮股份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尚在进行
当中，公司 2017 年度对子公司微梦想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967.10 万元，公司
2017 年度对子公司畅元国讯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0,055.80 万元。
我们针对公司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方面已执行和正在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a、 向管理层询问微梦想、畅元国讯的经营情况，包括以后年度的经营安排；
b、获取并检查微梦想、畅元国讯财务报表以及盈利预测底稿、并对财务报表
以及盈利预测底稿进行复核；
b、 向评估师了解商誉减值准备评估的进展情况；
d、 获取并检查对子公司微梦想、畅元国讯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批准文件；
e、检查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各项审计程序执行的结果，公司商誉减值测试工作
均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鉴于我们尚未完成审计工作，最终的商誉减值准
备金额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附注披露为准。

二、关于关注函“2、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计提相关减值准备会计处
理的合规性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

公司 2016 年度计提相关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1）2016 年度计提坏账损失 0.94 万元。
坏账损失的具体计算过程及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应收账款余额 100 万元（含）以上款项，其他应收款 100 万元（含）以上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
准备；经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根据账龄分析法计提
坏账准备。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

无明显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的特征

组合 2

受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其他方法）

组合 1

账龄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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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0.5 年以内（含 0.5 年，以下同）

2.00

2.00

0.5-1 年

5.00

5.00

1-2 年

10.00

10.00

2-3 年

30.00

30.00

100.00

100.00

3 年以上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有客观证据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如债务人出现撤
销、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不能收回、现金流量严重不
足等情况的。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将其从
相关组合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减值损失。
对于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内部应收款项（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往来，包括
单项金额重大的和非重大的），不计提坏账准备。
对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其他应收款项，根据其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坏账损失 0.94 万元。

（2）2016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224.08 万元。
公司的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资产负债表
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
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
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
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
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
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2016 年下半年原纸价格呈现上涨趋势，部分定单上涨
200 元-500 元/吨，部分定制订单在合同期内无法实现成本转移，出现减值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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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具体程序：
第一步，判断存货（库存商品、原材料）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使用部分品类的原材料生产的产成品成本大于其对外售价，说明该部分原
材料以及利用该部分原材料生产的产成品存在减值迹象。
第二步，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1]确定可变现净值应考虑因素：基础是证据确凿，按持有目的可分为持有以
备出售和持有以备耗用。
[2]计算公式
a、以备出售的存货（包括商品、产品、材料等）可变现净值=①存货的估计售
价－③估计的销售税费
b、以备耗用的存货（如用于生产的原材料等）可变现净值=①存货的估计售
价－②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③估计的销售税费
[3]估计售价的确定
a、为销售而持有的存货
（a）、已签订销售合同，以商品的合同价格→估计售价
（b）、未签订销售合同，以商品的一般销售价格→估计售价
b、用于出售的材料，以市场价格→估计售价
第三步，存货跌价准备的确定
存货跌价准备=存货成本 -可变现净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于报告期内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进行了
减值测试，对于账面价值高于可变现净值的部分累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65.04
万元，当期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224.08 万元，上述程序的执行符合存货跌价准
备的充分性。

（3）2016 年度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142.50 万元。
子公司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出资 3 万元，参与设立中广
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云），持有中广云 15%股权。公司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于资产负债表日
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截止资产负债表日，中广云未实际开展经营
活动，预计该投资账面价值低于可收回金额，故该项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出资 930 万元人民币增资上海桎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桎影数码），持有桎影数码 10%股权。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
检查，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桎影数码”发生减值，具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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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证据表现为：桎影数码是一家深耕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即：MR）的
高科技信息技术公司，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桎影数码处于产品升级研发
阶段，且在 B 轮融资计划过程中，基于桎影数码需要持续投入的状态；故将
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桎影数码”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估值之间的差额 139.50
万元，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4）2016 年度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6.26 万元。
子公司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增资 6,060.00 万韩元投资
USE ON.（株），持有 USEON.（株）60%股权。投资目的为享受投资收益。畅
元国讯不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并同意由原股东刘永日继续进行经营管理。公
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长期
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截止资产负债表日，无法获取 USE ON.（株）
财务报表，预计该投资账面价值低于可收回金额，故该项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
备。

综上，公司 2016 年度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2、

公司 2017 年度计提相关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截止本说明出具日，我们对安妮股份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尚在进行
当中，公司 2017 年度计提坏账损失 740.66 万元、存货跌价损失 325.77 万元、
可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790.50 万元、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311.67 万元、固定
资产减值损失 836.04 万元。
（1）

我们针对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方面已执行和正在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a、了解和评价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合理性；
b、检查坏账准备实际计提是否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一致；
c、取得并复核了应收款项账龄分析明细表，并结合公司账龄分析法组合坏账
计提政策对坏账准备计提准确性进行了重新计算；
d、检查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2）

我们针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面已执行和正在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a、向管理层询问相关存货的销售情况以及售价走势，了解和评估存货减值情
况的真实性；
b、 获取存货及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并对可收回金额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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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获取并检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批准文件；
d、检查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3）

我们针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面已执行和正在执行的

审计程序包括：
a、向管理层询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上海桎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
b、获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并对可收回
金进行复核；
c、获取并检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批准文件；
d、检查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4）我们针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面已执行和正在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a、向管理层询问相关无形资产使用情况，了解和评估无形资产减值情况的真
实性；
b、获取无形资产及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并对可收回金额进行复核；
c、获取并检查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批准文件；
d、检查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5）我们针对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面已执行和正在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a、向管理层询问相关固定资产使用情况，了解和评估固定资产减值情况的真
实性；
b、获取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并对可收回金额进行复核；
c、获取并检查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批准文件；
d、检查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各项审计程序执行的结果，公司各项资产减值测试工作
均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鉴于我们尚未完成审计工作，最终的减值损失情况以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附注披露为准。

本说明仅供公司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问询回复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注册会计师及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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