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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发生减值迹象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经过测试，本

期对AIMHIGH� Global� Corp、北京天火游侠科技有限公司和Sphericam� Inc.计提减值准备金额1.04亿元。其

中：

1）投资款系2016年香港盛晟购买的韩国上市公司AIMHIGH� Global� Corp（以下简称“AIMHIGH” ）

股权，投资款为50亿元韩元（折合4,203,447美元)，持股数量为1,858,736股；以及2017年再次新增股权认购2,

840,000股，投资65亿元韩元（折合5,706,494.99美元），持股比例总计7.20%；公司采用股票在交易所的收盘价

进行计量。 本期由于AIMHIGH连续2年因收入未达到3亿元韩元被韩交所发出终止上市的决定，AIMHIGH

于2018年8月9日正式退市，退市当天收盘价75韩元。公司将2018年期末股票收盘价与账面成本的差额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折合成人民币6,585万元。

2）对于被投资单位北京天火游侠科技有限公司因产品研发未成功，资金链断裂，研发人员全部解散。

因天火游侠无法正常经营下去，目前正在走工商注销流程。考虑到投资的主要游戏项目尚在初级研发阶段，

公司已经着手准备注销事宜。基于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现状，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该笔投资全额计提了减

值准备即375万元。

3）对于被投资单位Sphericam� Inc.� Sphericam� Inc成立于2014年，主要经营数码相机及摄像头Sphericam�

Inc的研发和销售，致力于打造 360°VR�视频拍摄摄像头及内容分发。该企业定位为研发公司。基于公司前

期大量研发投入， 截至目前尚未产生可观收益。2018年12月，Sphericam� Inc宣布破产并进行了工商注销。我

们检查了 Sphericam股东大会的征求股东注销同意文件、 注销申请书、 及注销退税申请以及清算文件和

Sphericam于2019年3月支付香港恺英清算款420,269.49元，公司对账面价值与清算收回金额之间的差额计提

减值 3,389.57万元。2019年3月25日，公司已收到Sphericam� Inc.清算款6.12万美元，与公司预计未来现金流入

金额相符。

年审会计师意见如下：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恺英网络2018年度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会计资料以及

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我们认为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大幅增加具有合理性。

13、年报显示，你公司本报告期针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5,407.5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

1.43亿元，其中上海翰迪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和上海翰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报告期进行投资的企业，分别

计提了减值准备，期末账面余额为0。

（1） 请补充披露上海翰迪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和上海翰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你公司投资时

间、确认长期股权投资时点、本期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

（2）结合被投资单位业务开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详细说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

理，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投资两家公司的基本情况：

翰迪数据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上海翰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2.28%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8.00%

上海释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6%

上海汉理前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3%

北京洪泰助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4%

上海恩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2%

上海丰足投资有限公司 0.27%

合计 100%

翰惠信息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叶飞 7.56%

钟理 5.88%

上海翰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3.76%

舟山义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8%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

合计 100%

《上海翰迪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的签署时间为2017年7月30日，《上海翰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7年7月17日，两家公司的业务开展在协议签署时已启动，公司根据增资协议分

别于2017年11月-2018年4月期间将增资翰迪2,000万元和翰惠1,200万元款项付讫， 股权变更和会计确认时

间分别为2018年2月与2018年4月。

二、本年度全额计提减值的考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方应当关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否大于

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等类似情况。出现类似情况时，投资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应当计

提减值准备。

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对翰迪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1,790.92�万元，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

益账面价值的份额 272.26万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1,

518.66万元。对翰惠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1,099.31万元，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

50.95万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 1,048.36万元。 本公司

认为对翰迪、翰惠长期股权投资在2018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应当进行减值测试：

1、该行业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翰迪、翰惠的部分上游客户为互联网金融类客户。2018年，P2P行业受到

爆雷潮和清盘潮的影响，以及监管政策的收严与网贷平台合规的整顿，整体行业的市场规模与正常运营平

台数量皆呈下降趋势。

2、从战略上看，公司已明确将会聚焦在游戏研发、发行及其他游戏产业链环节，考虑到2018年互联网金

融行业政策收紧且预期的协同效应未能得到体现，因此拟退出互联网金融行业，但初步沟通后对方未表示

回购意愿。

3、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根据2017年7月30日投资各方签订的翰迪增资协议,非投资人股东和公司管理

团队承诺：2018年完成3,300万元的营业额，或者1,00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而2018年的翰迪审计报告显示，期

末累计亏损-2,002万元,�营业收入1,515万元,净利润-1,162万元，与增资协议中公司承诺的2018年业绩差异

较大。根据2017年7月17日投资各方签订的翰惠增资协议,原股东和公司管理团队承诺：2018年完成3,000万

元的营业额，或者1,00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2018年的翰惠审计报告显示，期末累计亏损-882万元，营业收入

不足1,000万元，净利润-629万元，与增资协议中公司承诺的2018年业绩差异较大。

4、从未来业绩情况分析，翰迪、翰惠目前未获得新的融资，其管理层根据目前的营运资金只提供了1年

的盈利预测，根据公司获取的翰迪、翰惠2019年3月份的财务报表，翰迪、翰惠均在2019年第一季度持续亏

损，且亏损情况均大于其2019年1-3月预测的亏损值。

同时，本公司注意到翰惠的管理费用大幅下降和翰迪的收入大增长均没有合理的解释。考虑到行业环

境的变化及两家公司持续的超预期亏损，翰迪、翰惠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长期股权投资应计提

减值准备。

5、若按照翰迪、翰惠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所占份额作为可回收金额计提减值准备，则本公

司应计提的减值准备为2,567.02万元,�但基于谨慎原则，公司目前对翰迪、翰惠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全额减

值准备，计提金额2,890.23万元。

三、年审会计师意见如下：

针对上述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1�号 一一审计会计估计和

相关披露的规定，我们实施了如下审计程序：

1、评估管理层对翰迪、翰惠的处置意图和管理层做出的会计估计是否合理：

（1）访谈询问管理层投资翰迪、翰惠的原因以及公司投资后的进展情况；

（2）复核翰迪、翰惠管理层提供的盈利预测，并与评估专家讨论考虑使用估值模型测算两家投资的可

收回金额情况，评估管理层作出的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3）关注该两家公司截至报告出具日新的业务融资情况；

（4）复核两家公司期后2019年1季度财务报表利润情况并与盈利预测进行对比；

（5）询问管理层并向治理层获取书面声明，确定其是否认为在作出会计估计时使用的重要假设合理。

2、考虑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以及行业变化趋势对翰迪和翰惠2家企业所在行业的影响；

3、利用专家的工作。向天职国际负责金融有关行业的审计合伙人咨询所在行业发展趋势；

4、查询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官网关于P2P的行业动态，并关注同行业的减值计提情况。

5、我们按照上述两家公司的情况，与评估专家进行讨论确定可收回金额的方法。我们按照被投资公司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所占份额作为可回收金额测算减值准备， 则公司应计提的减值准备为2,

567.02万元,�较目前计提的减值准备少323.21万元，小于TE水平，我们未予调整，作为未调整不符事项列示。

通过以上程序，我们认为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合理的。

14、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你公司商誉账面净值为29.51亿元，占归母净资产的61.43%，本期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9971.48万元。其中收购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盛和” ）形成商誉账面

余额20.82亿元，收购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九翎” ）形成商誉9.55亿元。浙江盛和

2018年承诺业绩3.10亿元，实现业绩3.16亿元，业绩承诺完成率101.91%；浙江九翎2018年承诺业绩1.90亿元，

实现扣非后净利润2.03亿元，完成率106.99%。

（1）请以列表形式列示浙江盛和和浙江九翎主要业务、收购时点、纳入合并报表时间、商誉形成时间、

各年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各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有）、目前业务开展情况、在手订

单情况。并请详细说明收购浙江盛和浙江九翎股权的相关会计处理及合规性，请会计师对会计处理合规性

发表意见。

回复：

1.�浙江盛和和浙江九翎主要业务、收购时点、纳入合并报表时间、商誉形成时间、各年减值准备计提情

况、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各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有）、目前业务开展情况、在手订单情况详见下表：

项目 浙江盛和 浙江九翎

主要业务

“盛和网络” 全称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1年， 注册资金 1,000万元，是一家以网页游

戏、传奇类手机游戏为核心，以研发为主的轻娱乐

互动娱乐企业。

“九翎网络” 全称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7年， 注册资金 1,000万元，是一

家以Html5网页游戏、手机游戏为核心，集合研

发、运营、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轻娱乐互动娱

乐企业。

收购时点 2017年8月22日 2018年6月28日

纳入合并报表时间 2017年8月22日 2018年6月28日

商誉形成时间 2017年8月22日 2018年6月28日

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2018年度计提减值8,618万元 0.00万元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

标

2016年度（万元）

2017年度（万

元）

2018年度（万

元）

2017年度（万元） 2018年度（万元）

其中:��总资产 7,616.48 54,576.11 87,314.36 20,143.78 43,686.49

净资产 3,497.35 49,420.93 81,062.71 14,722.06 24,405.90

营业收入 12,116.34 56,442.16 45,782.50 20,352.66 48,829.18

营业利润 8,997.95 45,869.57 32,467.89 12,636.19 20,852.47

净利润 8,997.76 45,923.57 31,641.78 12,222.06 20,361.84

各年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

浙江盛和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预估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3.1亿元、3.8亿元。浙

江盛和2017、2018年业绩承诺已超额完成， 业绩承

诺已实现。

浙江九翎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预估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1.9亿元、2.2亿元和

2.9亿元。 浙江九翎2018年业绩承诺已超额完

成，业绩承诺已实现。

目前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拥有领先的自主研发技术平台和优秀制作团

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并对游戏制作有

着深刻认识和独特见解。创立至今，团队致力于打

造高品质的ARPG网页游戏，传奇类手游，追求游

戏世界观的宏大、场景画面的精致细腻、游戏玩法

的趣味独创性，为玩家创造更多欢乐。

公司拥有资深的游戏研发团队和经验丰富的

优秀运营团队， 具有强大凝聚力与创造力，并

对H5游戏开发制作有着深刻认识和独特见解。

九翎网络签约储备了大量经典IP的H5游戏改

编权，如：传奇、奇迹、魔域等。力图依托坚实的

研发技术与发行能力，重现经典，再创辉煌。

在手订单情况

目前已拥有《蓝月传奇》《王者传奇》《梁山传奇》

《传奇世界网页版》等多款精品手游、页游产品。

目前已拥有《龙城战歌》、《魔域来了》、《种了

只猫》、《我爱小姐姐》、《火弹炮珠》、《喵喵

来了》、《传奇来了》等多款精品H5游戏，微信

小游戏产品《倚天屠龙记》、《神仙道》、《大富

翁》等重磅IP即将推出。

2、盛和网络纳入合并范围的相关会计处理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一一合并财务报表》应用指南：企业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在合并财务报表上，首先，应结合分步交易的各个步骤的协议条款，以及各个步骤中所分别取

得的股权比例、取得对象、取得方式、取得时点及取得对价等信息来判断分步交易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 。

如不属于“一揽子交易”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还应区分企业合并的类型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对于分步实现

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

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权益

法核算下的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收益。

2017年8月恺英网络收购盛和网络51%股权和2016年恺英网络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上海恺英” ）收购20%股权两次交易互相独立、互不依赖，不需要整体交易以达到完成的商业结果。

因此本次收购进行谨慎判断后，不属于“一揽子交易” ，仅属于非同一控制下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本公司

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一合并财务报表》规定进行了核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三、指出：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

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

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

资收益。购买方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其在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按照公允

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相关利得或损失的金额。

根据上述准则要求，本次收购的处理过程如下：

上海恺英于2016年以20,000万元对价取得盛和网络20%股权， 2017年8月22日恺英网络以160,650万元

取得浙江盛和51%股权，纳入合并范围之前持有的股权于纳入合并范围日的公允价值为63,000万元，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21,777.16�万元，恺英网络累计持股比例为71%，则恺英网络享有的净资产为 15,461.79�

万元（21,777.16�万元*71%），最终形成商誉 208,188.21� 万元（160,650万元+63,000万元-15,461.79万元）。

恺英网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一一合并财务报表》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规定核算并在合并

范围的变更中披露了在纳入合并范围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在纳入合并范围日的公允价值63,000万

元以及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相关利得 38,561.72万元。

3、浙江九翎纳入合并范围的相关会计处理情况

本公司在购买日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

誉；如果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首先对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

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并成本的计量进行复核，经复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合并中取

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018年6月28日上海恺英以1,064,000,000.00元取得浙江九翎70%股权，纳入合并范围。购买日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为156,026,536.59元，则上海恺英享有的净资产为109,218,575.61元（156,026,536.59*70%），最

终形成商誉954,781,424.39元（1,064,000,000.00-109,218,575.61）。同时，本次收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一一合并财务报表》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规定核算并在2018年年报第十一节 附注八 合并范围

的变更中披露。

年审会计师意见如下：

根据我们按照相关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程序，恺英网络收购浙江盛和浙江九翎股权的相关会计处理符

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请结合（1）的情况及行业环境、业务经营情况、实现业绩承诺情况、未来盈利预测情况详细说明你

公司对浙江盛和和浙江九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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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行业情况

2018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已超过2100亿元，达2144.4亿元，同比增长5.3%，占同期全球市场比

例约为23.6%。不过，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网络游戏行业已步入成熟稳定的发展周期，收入增速正逐渐放

缓。

细分市场来看，2018年，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339.6亿元，同比增长15.4%，占比为62.5%。相比上

年，移动游戏销售收入增长进一步放缓，主要受用户需求改变、用户获取难度提升、新产品竞争力减弱等因

素影响。

客户端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619.6亿元， 同比份额减少， 占比为28.9%； 网页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126.5亿元，同比份额大幅减少，占比为5.9%；家庭游戏机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0.5亿元，占比为0.5%。

此外，随着中国网络游戏行业的崛起，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走出国门，或与脸书、谷歌商店等多个海外渠

道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或通过收购或自建平台的形式全面展开海外布局，海外游戏市场也已成为

中国游戏企业重要的收入来源。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95.9亿

元美元，同比增长15.8%。

在步入成熟期后，网络游戏行业将呈现以下新的趋势：首先，“微创新”成重要推动模式。网络游戏开发

周期长、成本高，开发团队和资本市场不愿意采取风险较大的方式来进行研发工作。因此，“微创新” 成为了

网络游戏的标准开发口号。“微创新” 是基于提高用户体验而采取一种操作上的局部改变， 这种改变周期

短、难度小，将创新深入到每个细节，从而提高用户忠诚度。“微创新”可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投入，虽不

足以带动中国游戏产业的飞跃发展，但却能使产品实现最大增收效能。

2）浙江盛和、浙江九翎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规定和商誉减值测试的相应委托需求，同时考虑通过分析商

誉及相关资产组的基本情况，其具有独立产生现金流的能力，根据商誉及相关资产组以前年度产生现金流

水平，以及管理层批准的未来经营规划，预计将产生未来经营现金流量，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采用现

金流量折现法对与商誉相关资产组进行评估。

浙江盛和商誉减值测试

（一）商誉的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将商誉及相关资产组认定为一个资产组，结合浙江盛和的资产组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资产

组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按可收回金额小于资产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

1、资产组账面价值的确定

经审计，浙江盛和2018�年12月31日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为294,804.92�万元。

2、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

公司管理层根据目前的游戏开发情况，及未来手游市场前景，预测浙江盛和2019-2023年的未来自由现

金流量，按浙江盛和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作为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确定未来自由现金流量现值，以浙

江盛和的股东权益价值份额作为可收回金额。 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 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

对浙江盛和100%股权按收益法进行估值，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19】第TKMQP0199号）

显示可回收金额为282,666.45万元， 比期末浙江盛和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少12,138.48

万元。

公司根据上述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与资产评估报告的金额， 基于谨慎性原则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根

据持股比例71%，对浙江盛和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8,618.32（12,138.48*71%）万元。

（二）所选取参数和未来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

商誉减值测试中采用的关键参数包括：游戏流水、游戏数量、分成率及其他相关费用支出。公司根据历

史数据、经验及对市场发展的预测确定上述关键数据，并采用适当的评估方法预测未来自由现金流量现值。

现金流量现值预测使用的折现率为 15.33%， 采用的折现率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相关资产组特

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浙江九翎商誉减值测试

（一）商誉的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将商誉及相关资产组认定为一个资产组，结合浙江九翎的资产组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资产

组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按可收回金额小于资产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

1、资产组账面价值的确定

经审计，浙江九翎2018�年12月31日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为 137,232.14万元。

2、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

公司管理层根据目前的游戏开发情况，及未来手游市场前景，预测浙江九2019-2020的未来自由现金流

量，按浙江九翎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作为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确定未来自由现金流量现值，以浙江九

翎的股东权益价值份额作为可收回金额。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 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浙

江九翎100%股权按收益法进行估值，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19】第TKMQP0200号）显示

可回收金额为142,018.79万元，超过期末浙江九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公司根据上述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与资产评估报告的金额，浙江九翎本期无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二）所选取参数和未来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

商誉减值测试中采用的关键参数包括：游戏流水、游戏数量、分成率及其他相关费用支出。公司根据历

史数据、经验及对市场发展的预测确定上述关键数据，并采用适当的评估方法预测未来自由现金流量现值。

现金流量现值预测使用的折现率为 15.30%， 采用的折现率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相关资产组特

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综上，浙江盛和和浙江九翎商誉减值测试中所选取参数和未来现金流量预测合理。

年审会计师意见如下：

针对浙江盛和和浙江九翎商誉减值测试我们执行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与商誉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

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与管理层讨论商誉减值评估的方法，包括组成部分的未来收入预测、现金流折现率等假设的合理性

及每个组成部分盈利状况的判断和评估；依据我们对该业务和行业的知识，评估管理层关键假设及数据的

合理性；

3.复核管理层以前年度对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预测和实际经营结果，评价管理层过往预测的准确性；

评价管理层在减值测试中使用方法的合理性和一致性；

4.了解并评价管理层聘用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与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讨

论，了解及评估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合理性；

经执行以上审计程序后，我们认为浙江盛和和浙江九翎的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合理。

（3）浙江盛和本期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1.91%，浙江九翎本期业绩完成率为106.99%。你公司本期针对浙

江盛和计提商誉减值8,618.32万元，针对浙江九翎未计提商誉减值，请说明是否存在为实现业绩承诺而调节

利润的情形，相关会计估计判断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关于浙江盛和：

1.浙江盛和主要产品情况

浙江盛和的游戏产品由第三方游戏运营商进行代理运营、推广。游戏玩家可以注册并登录游戏，在游戏

体验过程中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游戏虚拟道具来增加经验、技能或改变外形等，以提升娱乐体验，公司的收益

来自于游戏内虚拟道具的销售收入分成。具体为：公司产品由游戏平台类公司运营过程中，游戏玩家一般先

将资金充值到游戏平台（或购买游戏平台的虚拟货币），然后购买公司游戏虚拟道具，由平台商负责各项运

营工作，承担运营成本并取得运营收入，同时按协议向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分成款。

浙江盛和受市场环境变化及其影响：游戏版号暂停审批影响、市场对游戏产品的认可度及竞争对手的

游戏上线等因素。

2.经营业绩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浙江盛和2018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其2018年业绩承诺

已超额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317,160,907.47元，完成率为101.91%，业绩承诺已实现。

关于浙江九翎：

1.浙江九翎主要产品情况

浙江九翎的游戏产品由第三方游戏运营商进行代理运营、推广。游戏玩家可以注册并登录游戏，在游戏

体验过程中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游戏虚拟道具来增加经验、技能或改变外形等，以提升娱乐体验，公司的收益

来自于游戏内虚拟道具的销售收入分成。具体为：公司产品由游戏平台类公司运营过程中，游戏玩家一般先

将资金充值到游戏平台（或购买游戏平台的虚拟货币），然后购买公司游戏虚拟道具，由平台商负责各项运

营工作，承担运营成本并取得运营收入，同时按协议向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分成款。

浙江九翎受市场环境变化及其影响：游戏版号暂停审批影响、市场对游戏产品的认可度及竞争对手的

游戏上线等因素。

2.经营业绩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8年6月恺英网络对浙江九翎的收购事项中，约定了业绩承诺，转让方承诺浙江九翎2018年预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1.9亿元。浙江九翎2018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其2018年业绩承诺已超额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203,278,039.68元，完成率为

106.99%，业绩承诺已实现。

年审会计师意见如下：

我们对浙江盛和和浙江九翎2018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其2018

年业绩承诺均已超额完成。

我们获取了公司基于商誉减值测试目的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中联国际专业评估机构对浙江盛

和和浙江九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我们复核了相关评估机构的专业胜任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评价专家的

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复核资产评估报告中关于评估范围的界定、评估方法的选择、盈利预测业绩

的合理性、折现率选择的合理性、评估结果的合理性等。

经中联国际资产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后，浙江盛和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小于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及商誉账

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之和。因此，本期公司对浙江盛和的商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8,

618.32万元。

经中联国际资产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后，公司在2018年末不需要对浙江九翎及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浙江盛和和浙江九翎本期业绩真实，不存在为实现业绩承诺而调节利润的情形。

恺英网络对浙江盛和和浙江九翎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相关会计估计判断和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4）你公司报告期末商誉占归母净资产比例达61.43%，请你公司执行商誉减值对利润的敏感性分析，

并说明公司防范商誉减值的主要措施，请充分提示未来商誉减值风险。

回复：

1、公司商誉减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商誉余额

标的资产净利润较预

期下滑百分比

商誉减值额

对应2018年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影响金额

占2018年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影响比率

295,061.05

1% 2,950.61 -2,950.61 -16.92%

5% 14,753.05 -14,753.05 -84.60%

10% 29,506.11 -29,506.11 -169.20%

15% 44,259.16 -44,259.16 -253.80%

20% 59,012.21 -59,012.21 -338.40%

注：敏感性分析中，以预测净利润的下降所导致的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的减少作为商誉减值额。

2、防范商誉减值的主要管理措施，未来商誉减值风险提示

（1）公司为防范商誉减值，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和激励措施，鼓励创新，不断提升并购公司的竞争力；在人力资源方面，加强对并

购公司人员的统一管理，实现全员考核，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最大限度的留住核心人才；在成本控

制方面，加强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有效控制成本费用；在日常业务管理上，将业务流程在同一系统集成，对关

键节点加强集团控制，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实现业务专业化，进一步提升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为公

司贡献超额利润。

（2）未来商誉减值风险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第二十三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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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期间标的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所处的市场发生

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或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等情况，导致包含分摊商誉的标

的公司资产组合的公允价值净额和资产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应当在当期确认商

誉减值损失。因合并商誉对恺英网络财务报表的重要性，若存在减值迹象并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则可能对其

该期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其他财务分析

15、年报显示，你公司涉及多项诉讼，报告期末预计负债金额为3,000万元，因诉讼存在货币资金被法院

冻结的金额163.82万元。请你公司自查诉讼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详细说明上述诉讼对你公司业务

和日常经营的影响，并结合已决诉讼情况、未决诉讼进展说明已决诉讼、未决诉讼相关会计处理情况，并详

细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合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法合规，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相关重大诉讼（涉诉金额超过100万元以上）具体情况

截至审计报告日，上期未决诉讼中于本期已作出一审判决的重大诉讼共计1宗，本期期末公司存在重大

20宗未决诉讼，其中12宗为本期新增。公司100万元以上的诉讼仲裁可参阅公司2019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的《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承

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与临时公告。公司对上述未决诉讼计提预

计负债3,000.00万元，具体如下：

①本期已决诉讼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进展情况

计提预

计

负债金

额

（万

元）

1

（2017）

京0101民

初1564号

中文在线

数字出版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0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下发了（2018）京73民终1034号民

事裁定书，因上海恺英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

初1564号民事判决上诉，并在法院案件受理中，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向法院提交撤回起诉申请书，法院

认为，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

回起诉的请求，已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本院予以准许。裁定如下：一、撤销一审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564号民事判决；二、准许中文

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8323

元，减半收取9161.5元，由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227元，减半收取5113.5元，由上海恺英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一一

②截至期末未决诉讼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进展情况

计提预

计

负债金

额

（万

元）

1

(2016) 沪

73 民 初

739号

亚拓士软

件有限公

司 （以下

简称 “亚

拓士” ）

娱美德娱乐有

限公司 （以下

简 称 “娱 美

德” ）、 上海恺

英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2016年9月20日，亚拓士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向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娱美德提起诉讼。2017年7月24日，本案进行了正式的庭审。

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等待一审判决结果当中。

一一

2

22593/P

TA

娱美德娱

乐有限公

司

浙江欢游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

江欢游” ）

娱美德于2017年1月1日，通过ICC仲裁委员会向浙江欢游提出仲裁请

求，浙江欢游于2017年2月17日收到该相关仲裁材料。2017年5月16日

本案完成仲裁庭的组建， 听证会已于2018年9月17，18，21和22号举

行，最终裁决于2019年上半年做出。

一一

3

（2017）

浙 07 民

初453号

蓝沙信息

技术 （上

海） 有限

公司

娱美德娱乐有

限公司、浙江欢

游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本案于2017年3月21日在浙江金华中院立案。2017年10月25日收到金

华中院寄出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

一审正式开庭前的准备当中。

一一

4

（2017）

浙 07 民

初454号

蓝沙信息

技术 （上

海） 有限

公司

娱美德娱乐有

限公司、浙江欢

游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本案于 2017年3月21日在浙江金华中院立案。2017年10月25日收到金

华中院寄出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

一审正式开庭前的准备当中。

一一

5

（2017）

沪 0112

民 初

24686号

深圳市腾

讯计算机

系统有限

公司 （以

下 简 称

“腾 讯 公

司” ）

上海恺英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从上海徐汇区法院收

到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后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徐汇区

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2017年6月26日徐汇区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闵

行区法院管辖。2018年4月17日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 腾讯公司拒绝

调解。2019年2月15日，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增加广州市

游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亿公司” ）作为本案共同被告

或第三人参加诉讼，截至审计报告日，法院已同意追加游亿公司作为

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尚未开庭。

200.00

6

（2017）

沪 0112

民 初

27320号

娱美德娱

乐有限公

司、株式会

社传奇IP

江西贪玩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6日上海恺英收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寄送的起诉状及

诉讼材料。截至审计报告日，现本案处于一审前的准备当中。

一一

7

（2017）

湘 01 民

初 4883

号

深圳市腾

讯计算机

系统有限

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从长沙中院收到本案

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同时长沙中院对阿拉德之怒做出诉中禁令的裁

定。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向长沙中院就诉中禁令的裁定

提出复议听证申请，长沙中院在2018年1月18日、4月11日举行了两次

复议听证。2018年8月26日，长沙中院就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2018年

10月28日，长沙中院就行为保全复议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上海恺英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复议请求。截至审计报告日，长沙中院尚未对本案

作出一审判决。

2,

500.00

8

（2017）

沪 0107

民 初

24009号

娱美德娱

乐有限公

司

上海欣烁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欢游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收到上海普陀区法院

寄送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随后向普陀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及

相关上诉，现管辖权异议程序已经结束。本案于2018年9月5日进行第

一次证据交换。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一审第二次开庭前的准

备当中。

一一

9

（2018）

浙 0109

民 初

12832号

杭州思度

室内设计

有限公司

浙江盛和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浙

江盛和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18年7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 本案于2018年8月10日

开庭， 庭审过程中因被告与原告就完成部分工程造价无法形成一致

意见，目前审理法院已经委托鉴定机构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截至审

计报告日，本案现正处于等待鉴定结果的阶段。

一一

10

（2018）

浙 0109

民 初

15431号

浙江盛和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

司

杭州思度室内

设计有限公司

2018年5月8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本案于2018年8月

10日开庭，原告与被告就完成部分工程造价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因现

本案必须以（2018）浙0109民初12832号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已于2018

年9月21日由萧山法院裁定暂时中止诉讼。

一一

11

（2018）

京 0108

民 初

21467号

深圳市腾

讯计算机

系统有限

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想调频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神奇工场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北京海淀法院寄

送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法定期

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被法院驳回后再次提起上诉，该上诉最终仍被

驳回。 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20日就本案进行了多次证据交换。

2019年1月7日，本案进行最后一次证据交换并进行正式庭审。截至审

计报告日，本案处于等待一审判决结果当中。

300.00

12

ICC�

CASE�

NO:

23694

HTG�

and�

KCAB/I

A� Case�

No. �

18113-0

023

ChuanQi�

IP�Co.,Ltd.

浙江九翎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德清盛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仲裁正式开庭前的准备当中。 一一

13

ICC�

CASE�

NO:

23694

HTG�

and�

KCAB/I

A� Case�

No. �

18113-0

023

ChuanQi�

IP�Co.,Ltd.

浙江九翎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德清盛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仲裁正式庭审前的准备当中。 一一

14

（2018)

沪 73 民

初1号

亚拓士软

件有限公

司（韩国）

株式会社传奇

IP （韩国）、浙

江九翎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上

海敢客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19年3月5日， 上海知产院就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开庭 （质证庭）审

理。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一审第二次开庭审理的准备当中。

一一

15

(2019) 沪

0112 民

初550号

上海悦腾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湖南应天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悦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向上海闵行法院递交

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等待一审开庭

中。

一一

16

（2018）

浙 01 民

初 3728

号

浙江盛和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恺英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苏州仙峰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中院于2018年9月27日受理本案。 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就本案

组织了诉中禁令听证。 本案于2019年3月26日进行一审正式开庭，截

至审计报告日，本案处于等待一审判决中。

一一

17

（2018）

浙 01 民

初 2058

号

Actoz� Soft�

Co.,Ltd.

（亚拓 士

软件有限

公司）

娱美德娱乐有

限公司）、浙江

欢游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本案于 2018年7月19日在杭州中级法院立案。 浙江欢游于2019年1月

10日收到杭州中院寄出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截至审计报告日，

本案现处于一审正式开庭前的准备当中。

一一

18

（2019）

沪 0107

民初 215

号

上海悦腾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颐侨网络科技

（上海）有限公

司

上海普陀法院于2019年1月3日受理本案。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等

待一审开庭。

一一

19

（2019）

沪 0112

民 初

7751号

上海中旅

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

司

上海欣烁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等待一审判决结果当中。 一一

20

（2019）

沪 仲 案

字 第

0722 号

和

（2019）

沪 仲 案

字 第

0727号

上海恺心

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玖谦（上海）文

化传播有限公

司

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6日受理本案。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

现处于仲裁庭组成阶段。

一一

（2）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①《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

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五条规定：“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

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所需支出存在一个连续范围，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同的，最佳估计

数应当按照该范围内的中间值确定。在其他情况下，最佳估计数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一）或有事项涉

及单个项目的，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二）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目的，按照各种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

计算确定。”第七条规定：“企业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金额只有在

基本确定能够收到时才能作为资产单独确认。确认的补偿金额不应当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②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财会[2003]10号）提及：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对外提供担保可能产生的负债，如果符合有关确认条

件，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在担保涉及诉讼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已被判决败诉，则应当按照法院判决的应承

担的损失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如果已判决败诉，但企业正在上诉，或者经上一级

法院裁定暂缓执行，或者由上一级法院发回重审等，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已有判决结果合理估计

可能产生的损失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如果法院尚未判决，企业应向其律师或法

律顾问等咨询，估计败诉的可能性，以及败诉后可能发生的损失金额，并取得有关书面意见。如果败诉的可

能性大于胜诉的可能性，并且损失金额能够合理估计的，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将预计担保损失金额，确认为

预计负债，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

（3）会计处理

已决诉讼部分：截止审计报告日，上述案件中共1宗诉讼案件已作出一审判决，公司无损失金额，无需进

行会计处理。

未决诉讼部分：截止审计报告日，对尚未判决的20宗案件中，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一或有

事项》第四、五、七条，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财会

[2003]10号）等相关规定，并通过向律师咨询以及参考已判决案件的判决情况，对公司3宗案件计提预计负

债，并计入营业外支出。

（4）详细说明上述诉讼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上述诉讼中，与腾讯的相关案件均依规充分、合理计提预计负债合计3000万。主要是《阿拉德之怒》共

涉及3个案件，其中2个已作出一审判决，1个在一审程序中。

根据长沙中院送达的通知书（（2018）湘01执保216号），上海恺英等相关被告应立即停止自己或授权

他人或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阿拉德之怒》手机游戏的下载、安装、宣传及运营行为，效力维持至本案判决

生效日止，期间不影响为该游戏用户提供退费等服务。本判决影响为：如果原告在本次诉讼中的诉讼请求获

得支持，将减少公司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如果原告在本次诉讼中的诉讼请求未获得支持，上

述禁令将被撤销，该游戏产品可恢复运营。本次诉讼尚处于审理过程中，其可能影响本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金额目前无法确定，需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为准。游戏目前已经停运，同时该游戏

独代协议约定由游戏研发方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兜底责任， 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9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根据2019年5月5日公司收到海淀法院本案一审判决，深圳腾讯诉恺英、联想调频、神奇工场等DNF商标

侵权案（案号为（2018）京0108民初21467号）。本案原告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被告为：上海

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联想调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神奇工场科技有限公司。原告诉请为：一、判令恺

英立即停上侵犯原告第1087754号、第1087795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即立即停止在《阿拉德之怒》游

戏计算机软件中，以及在《阿拉徳之怒》游戏发布、推广、提供下载、运营等过程中使用“” 标识；二、判令联

想调频、神奇工场立即停止在联想“乐商店” APP上提供《阿拉德之怒》的推广、下载、安装、运营等过程中使

用“”标识；三、判令全体被告连带賠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诉讼合理开支共计4000万元；四、判令全体被告连

续一个月在《阿拉德之怒》游戏官网（域名为ald.xy.� com）、“恺英网络” 官网（域名为 kingnet。 com）的首

页显著位置，在《中国证券报》、《法制日报》、《中国知识产权报》显著位置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五、判令全

体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恺英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北京海淀法院寄送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恺英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经上诉后最终被驳回。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20日就本案进行了多次

证据交换。2019年1月7日，本案进行最后一次证据交换并进行正式庭审。2019年5月5日收到海淀法院本案一

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为恺英等赔偿损失3000000元、诉讼合理开支110860元并消除影响。恺英已经在合理

期限内就本案提出上诉。详见2019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

重要或有事项。

深圳腾讯诉恺英地下城与勇者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案号为（2017）沪0112民初24686号。本案原告

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被告为：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诉请为：一、判令被告停止

侵犯原告第5710753号、第6640964号“地下城与勇士”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在游戏

名称、游戏宣传、运行游戏的界面中使用《地下城与勇者》的文字及图形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在《地下城与

勇者》的游戏运行界面中大量使用与原告知名的《地下城与勇者》中的游戏场景、游戏技能名称及描述、游

戏道具名称及道具属性相同及高度相似的表述和设计，构成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 二、判令被告承担损害赔偿及合理开支共计5,000.00万元；其中合理开支共计：49,983.50元。包括律师费

4.00万元，公证费共计9,462.00元，差旅费521.50元。三、在腾讯网(www.qq.com）、新浪网（www.sina.com）、搜

狐网（www.sohu.com）网站以及《法制日报》、《中国知识产权报》显著位置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四、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恺英于2017年5月31日从上海徐汇区法院收到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后恺英向徐汇区

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2017年6月26日徐汇区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闵行区法院管辖。2018年4月17日证据交换

和开庭审理，腾讯公司拒绝调解。2019年2月15日，恺英申请增加广州市游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案共

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已同意追加游亿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截至报告日，现本案尚在一

审中。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承

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此外，浙江欢游仲裁案已经作出仲裁裁决，对子公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对公司的影响正在进一步评

估中。韩国娱美德诉浙江欢游ICC仲裁案，案号为：22593/PTA。本案申请人为：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被申请

人为：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请求为：一、声明被申请人已经实质上违约。二、要求被申请人支

付给申请人500.00亿韩元。三、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本次仲裁所有费用，包括仲裁庭的费用、仲裁员的费用及诉

讼费。四、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法庭认为必要和适当地其他赔偿。娱美德于2017年1月1日，通过ICC仲裁委员会

向浙江欢游提出仲裁请求，浙江欢游于2017年2月17日收到该相关仲裁材料。2017年5月16日本案完成仲裁庭

的组建，听证会已于2018年9月17，18，21和22号举行。2019年5月23日，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裁定欢游支付损

害赔偿金人民币444,571,134元，付损害赔偿金人民币444,571,134元及诉讼费用和开支美元1,686,221.165。详

见公司于2017年2月25日与2018年11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全资二级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4）、《关于控股子公司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6）。 浙江欢游是本公司全

资二级子公司，浙江欢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本公司以出资额为限为其承担有限责任，本公司

出资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同时，浙江欢游仍愿意同娱美德就本次仲裁妥善解决进行友好协商，共同维护健

康的游戏市场环境。因此，该事项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进一步评估。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为：

1、查阅相关诉讼的案件清单、民事起诉状、公司的抗辩文书、诉讼各方的相关举证、民事裁定书、民事判

决书，以及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信息披露情况；

2、根据相关法律文书，分析、复核账务处理是否恰当；对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及公司预计的赔偿金额进

行测算和复核；

3、与公司外聘律师事务所进行沟通，向经办案件代理律师进行发函，了解案件的进展和发展倾向；获取

公司顾问律师的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中描述了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对诉讼的可能结果作出了专业判断；针

对代理律师意见不明的、也没有公司顾问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的案件，由我所外聘律师发表复核

意见。

4、与管理层进行讨论，评估管理层根据律师专业意见计提的预计负债是否恰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对已决诉讼、未决诉讼相关会计处理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预计负

债计提3,000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充分、合理。

16、 年报显示， 报告期末， 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1.59亿元， 其中账龄超过一年的预付账款金额为4,

235.30万元，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项汇总金额为8,006.56万元，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50.20%。

（1）请结合公司预付账款结转的时点、合同约定条款说明账龄超过1年的预付账款长期未结转的原因，

是否与合同约定结算时点一致，如有差异，请说明原因，并说明是否存在坏账的风险。

回复：

预付账款余额为1.59亿元，其中主要是预付游戏分成款、市场推广费等，其中1.17亿元为1年以内账龄，

占预付账款73.44%，都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不存在坏账的风险；

预付账款账龄情况表：

单位： 万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11,712.87 73.44% 22,813.63 88.87%

1至2年 3,219.42 20.19% 2,854.32 11.12%

2至3年 1,015.89 6.37% 2.36 0.01%

合计 15,948.17 -- 25,670.31 --

超过一年的预付账款长期未结转主要原因是预付游戏分成款及版权金，一部分是游戏已上线，需要按

月抵扣；另外一部分游戏在开发过程中，不符合成本确认条件。公司定期跟踪预付款项目进展，并进行减值

测试。详见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客商名称 账龄 金额 业务类型 备注

宁波世纪网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年 2,000.00 版权金、分成款 注1

上海映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2-3年 840.00 分成费 注2

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年 394.17 版权金、分成款 注3

艾赐魔袋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2年 300.00 授权许可费 注4

INTERNATIONAL�CHAMBER�OF�

COMMERCE

1-2年 299.23 仲裁费 注5

深圳墨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年 175.89 分成费 注6

市场推广费预付款 1-2年 226.02 市场推广费 注7

合计 一一 4,235.30 一一 一一

注1：宁波世纪网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独家发行某游戏，支付了版权金

和预付分成款各1000万，当前游戏正在开发过程中。

注2：公司储备《热血系列》游戏IP，上海映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公司改编发行，支付840万预付分成费，当前游戏尚未上线。

注3：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独家运营某游戏，支付

版权金和预付分成款各200万，该游戏还未上线。

注4：艾赐魔袋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授权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独家改编游戏运营

权等相关权利，支付授权许可费300万元，目前公司作为IP储备，根据市场情况投入开发。

注5： 公司子公司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诉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传奇游

戏》支付的仲裁费用，报告期案件未结案。

注6：深圳墨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运营《魔龙决》，该游

戏已上线，剩余176万预付分成费正在正常抵扣中。

注7：公司预先向代理商支付了广告款，鉴于近几年市场情况，公司控制广告投放规模，导致部分预付款

账龄延长，后续将根据产品需求，继续投放。

预付款项发生的必要性：根据游戏行业惯例，游戏开发周期可能长达1-2年，期间研发方需支付给游戏

研发人员成本、美术、音频外包等开发支出，因此研发方会要求独代运营方提前支付给研发方部分款项。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前五名预付款项主要内容，并结合行业特点、相关合同的主要条款、业务模式补

充说明预付款项发生的必要性，预付账款前五名占比较高的原因，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关联方，是否构成资金

占用。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8年年末，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前五大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万元) 账龄

占预付款

项总额比

例（%）

交易内容 执行情况

关 联

关系

嵊州征途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2,500.00 1年以内（含1年） 15.68 预付游戏分成款 游戏开发中 否

宁波世纪网辰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1-2年（含2年） 12.54

预付游戏分成款、版

权金

详见16(1)注1 否

杭州九玩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229.72 1年以内（含1年） 7.71 预付游戏分成款 按月分成抵扣中 否

上海映蝶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

1,200.00

1年以内（含1年）

7.52 预付游戏分成款 详见16(1)注2 否

2-3年（含3年）

WEBZEN�INC 1,076.84 1年以内（含1年） 6.75 预付游戏版权金 游戏开发中 否

合计 8,006.56 一一 50.2 一一 一一 一

（下转B12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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