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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5日披露《2019年度报

告》，于2020年6月2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下发的《关于对广州普邦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251号），现对深交所

关注事项及公司回复披露如下：

1、你公司分别于2015年、2016年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四川深蓝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蓝环保” ）和北京博睿赛思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睿赛

思” ）100%的股权，并分别形成商誉2.81亿元和7.70亿元。深蓝环保2015年至2018年实际业绩

完成率分别为101.70%、104.39%、104.04%和102.70%； 博睿赛思2015年至2018年实际业绩完成

率分别为101.45%、101.94%和101.89%。年报显示，深蓝环保本年实现营业收入29,265.74万元，

同比下滑45.62%， 实现净利润369.28万元， 同比下滑96.04%； 博睿赛思本年实现营业收入30,

453.50万元，同比下滑46.80%，实现净利润447.92，同比下滑96.15%。你公司对深蓝环保和博睿

赛思分别计提商誉减值1.71亿元和7.70亿元。

（1）请你公司结合深蓝环保和博睿赛思经营现状、所处行业环境、竞争态势等说明，上述

两公司在业绩承诺精准达标且承诺期结束后，利润率显著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深蓝环保

A．业绩承诺期深蓝环保的经营情况

2014年以来，随着环保产业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利好不断，特别是随着新环保法，

十三五规划的出台、水十条和环保行业PPP模式大力推广等一系列利好因素影响，环保行业在

2014年-2018年迎来高速发展期。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司充分利用并购后股东给予

的资金支持和公司的技术优势，及时调整了公司发展战略并抓住了行业发展机遇，环保工程

建设收入连年稳步提升是2015年-2018年深蓝环保业绩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B.2019年深蓝环保业绩下滑的原因

环保作为典型的重资产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对资金有极大的需求，随着国家启动金融去

杠杆政策，叠加行业PPP项目清理等政策变化因素的影响，环保行业在2018年第四季度跌入低

谷。由于行业经营环境、融资环境、竞争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深蓝环保原来主要依靠环保工

程为主的业务模式遇到较大挑战， 经营困难加剧。2019年深蓝环保业绩出现较大下滑的具体

原因如下：

①融资环境收紧，资产负债率攀升

宏观来看，环保行业自去杠杆以来，信用扩张受阻，前端融资不畅导致工程进展放缓，后

端地方政府财政收紧使其治污意愿和支付能力下降。 根据国信证券2020年的行业研究报告，

截至2019年三季度，环保企业资产负债率逐年攀升，应收账款增速大幅高于营收增速，环保企

业的回款压力继续加大，2019三季度环保行业应收账款合计846.75�亿元，同比增长22.68%，应

收账款周转天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从深蓝环保自身来看， 深蓝环保过去四年的高速成长主要依赖环保工程业务的快速成

长，但由于环保工程项目回款周期长，回款进度慢等特点，导致深蓝环保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深蓝环保如果继续以原有模式发展需要更大的融资需求，但由于行业融资环境的改变，深蓝

环保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和进一步紧缩的融资环境客观上无法支撑公司环保工程业务的继

续扩张。

②国企、民企融合，竞争格局剧变

根据国信证券2019年12月2日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环保行业国企民企融合，国企主导大

环境整治成为行业的主流趋势，在并购大潮下行业竞争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行业内

对优质项目的争夺更加激烈， 另一方面行业内的优质项目进一步向已完成混改并拥有资金、

资源、技术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客观上导致深蓝环保获取优质项目的机会变小，获取优质项

目的难度加大，深蓝环保面临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剧。

鉴于以上情况，深蓝环保管理层在2019年中期开始调整经营策略，在业务承接方面更加

注重对回款条件的考量，对于收款条件不佳但回款有保障的国有平台项目根据公司资金情况

承接，对付款条件不佳的民营企业项目尽量减少承接或不承接。上述调整导致深蓝环保2019

年实际承接的环保工程数量下降幅度较大，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深蓝环保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为-96.04%，主要是由于沼气、油泥及工业固废的环保工程

建设项目业务的新订单大幅度减少，且应收账款回款进度缓慢等情况导致2019年利润率出现

显著下滑。

（二）博睿赛思

A．业绩承诺期博睿赛思的经营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及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将获取信息和娱乐的主要途径转移到互

联网，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行为发生在互联网上，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在过去政策宽松的环

境下，发展极其迅速。在2016年一举超过电视、广播电台、报社、期刊社四大传统媒体广告经营

额总和后，2017年的中国互联网广告继续承担了全面拉升中国广告行业的重任。 根据中关村

互动营销实验室数据显示，2018年互联网广告总收入为3694亿元，较2017年同比增长23.3%，保

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博睿赛思充分利用互联网流量红利发展

自身业务，在2016年-2018年实现了良好的业绩。

B.2019年博睿赛思业绩下滑的原因

①红利消失

2018年开始， 广告主投放预算增幅放缓，4G时代用户在移动设备上花费的总时间逐渐接

近上限，流量红利消失愈加明显。但2018年市场用户基数和用户花费时长还是处于上升阶段，

红利尚未耗尽，2019年表现尤为明显。根据QuestMobile发布的《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秋季大报

告》，2019年1-3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仅增长了200万，同比增长不足1%，人均单日

时长仅增加了18分钟，同比增长5.45%，二者同比增长较2018年的4.2%和22.6%大幅下降，2019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消失，时长红利渐微。

②经济下行压力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6.9%下滑至6.7%，中国经

济走势进入下行通道；2019年，经济下行趋势进一步明显化，GDP增速跌落至6%左右。

对于中国互联网广告业务，其主要表征指标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密切相关。随着宏观经

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营业收入增长不确定性增加，新增初创企业减少以及中小型企业运营

处境愈加艰难，大量烧钱的广告投放需求随之减少。此外，移动广告营销市场面临上游广告主

营销预算趋紧的形势，同时各行业广告主对各服务商综合服务能力及营销效果提出更高的要

求，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2019年互联网广告市场增长放缓。根据广告学院广告主研

究所、国家广告研究院与央视市场研究（CTR）联合完成的《2019中国广告主营销趋势调查

报告》，广告主对整体经济形势、行业发展前景及公司经营情况的打分于2018年达到2015年以

来的区间峰值， 于2019年进入波动下滑区间； 同时，2019年增加预算的广告主占比仅33%，较

2018年的43%降低了10%，为近十年以来的新低，而2019年减少预算的广告主占比高达22%，较

2018年的14%增长了8%，近十年以来仅次于2015年的31%。互联网营销行业是高度依赖的广告

主高推广需求的行业，原本预算充足的广告主收紧了广告投放预算，虽然初期预算尚未消耗

完毕，2018年未受到较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故在2019年受到的冲击表现显

著，下半年尤为严重。

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广告主、媒体、和代理商各方的应付、应收账款周期

均大大延长，现金流周转水平显著下降。结算周期的延长，直接导致产业链上各方的资金压

力，对业务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③模式转型

艾瑞咨询《寻找营销的道与术-2019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年度监测报告》中指出，从调研

数据中所得，对于广告主来说，将兴趣变成购买是整个消费者生命周期中最具挑战性的阶段。

1）目前，广告主通过社交、资讯等平台来接触消费者，在投放过程中广告主通常会希望品牌传

播能向品牌的官网和电商平台导流，而当潜在消费者一旦进入了与消费者接触的平台，广告

主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够进行购买， 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留住他们并进行更有效的沟通。2）这

意味着，广告主期待代理商提供的服务是品牌传播下互动与转化融合在一起的传播，而不是

单纯的品牌信息输出或品牌曝光。传统的机械整合各类营销渠道以增加品牌信息输出或品牌

曝光为目的的广告方式（如效果广告等）已不能充分满足广告主的需求，而能把握从消费者

接触到最终购买的全链路营销方式则成为2019年的新趋势，这对中国互联网广告传统竞争者

的持续盈利提出了较为迫切的转型要求。

④竞争加剧

优质流量越来越集中到互联网头部公司，让流量变得更贵，同时广告主对用户转化率的

要求越来越高，此外，一些中小企业的广告主压低了广告投放预算，代理商为了公司的持续运

营，不得不接受广告主较低的出价，上下游双向影响压缩了利润空间。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整

理资料， 中国互联网广告行业前十名公司的市场份额由2017年的90.92%上升至2018年的

92.67%；根据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前十名的巨头

企业集中了中国互联网广告行业94.85%的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呈上升趋势，互联网广告市

场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特征显著。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行业竞争更加激烈，而在寡头垄

断的竞争格局下，广告代理企业发展空间进一步压缩，该等因素对其他竞争者的影响较寡头

而言更为不利，且严重压缩了其利润空间。

⑤政策影响

2018年因游戏版号受封的影响，接近一年游戏版号的审批受限，导致游戏行业发展受限，

虽然在2019年情况有所好转，部分版号开始发放，但是对于整个市场还是有较大的影响，游戏

公司的业务整体下滑。此外，互联网金融、交友、微信公众号也进入了整顿期，大量关停或业绩

大幅下降，导致推广需求及预算也大幅减少。

2019年流量红利消失明显、广告投放需求及预算大幅度减少以及业务模式的调整等因素

导致博睿赛思业绩出现明显下滑。2019年度博睿赛思具体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①效果类广告业务

2019年全行业移动效果广告点击走势持续下跌。 根据Talking� Data数据显示，2018年全平

台移动效果广告点击总量比2017年下滑39.1%，而2019年全平台移动效果广告点击总量同比下

跌40.1%，跌幅相比2018年有所扩大。

对于效果广告业务，除广告主预算减少外，广告主对广告的投放模式更换，偏爱互动类

型，此模式获取有效用户的效率更高，对于按照效果类型结算的渠道需求量减少，此外，根据

目前市场行情，智能手机发展多年，普及量较高，靠激励量带来新增用户这种模式，市场上逐

渐减少，广告主对这种类型的流量预算逐渐降低，导致此类业务收入在2019年出现明显下滑，

博睿赛思在2019年下半年基本停止了此项业务。

②DSP业务

对于DSP业务（通过渠道竞价投放社交产品，与内容开发者按照用户充值分成的商业模

式），由于受2018年市场风控延续影响，中国移动社交领域监管事件密集，在行业严格监管的

形势下， 各分发渠道及对交友类产品的监管和限制也更趋严格， 获取用户成本环比上升约

40%。媒体的配返优惠政策持续下调，2019年年初同类型产品的市场又进行了一次洗牌。更多

的新、小型企业产品进入市场，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导致2019年此类业务收入出现下降，从长

期来看此项业务会持续低迷。

③移动增值业务

对于移动增值业务，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4G和5G市场的普及，用户对语音的需求开始

减少，尤其一二线城市部分用户多用流量来实现原来语音的功能，另一个原因是运营商对于

业务的推广管控严格，此项业务持续降低，2020年及以后会相对稳定的逐步减少。

④品牌展示广告业务

对于品牌展示广告业务，除广告主预算减少外，博睿赛思品牌展示广告业务主要受到游

戏行业影响，一方面，广电总局对游戏行业产品版号下发较慢、游戏审批更为严格；另一方面，

在供给侧方面，宏观政策和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头部游戏企业游戏产品数量骤减，

中小型游戏企业纷纷倒闭。此外，随着产品的推广，后续成熟产品大多在信息流媒体采量，使

博睿赛思品牌业务在2019年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⑤互动广告业务

对于互动广告业务，传统的业务模式遇到发展瓶颈，博睿赛思积极开展新的业务类型。相

较于效果广告的模式，互动广告更强调与用户的交互互动，提高了用户的参与度，并更能有指

向性的吸引对产品感兴趣的用户，得到更好的推广效果，帮助广告主高效的获取有效用户。由

于博睿赛思有多年的行业经验，拥有较多的媒体资源，且从整个行业来说，互动广告也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故博睿赛思在2019年互动广告业务收入实现了较大幅的增长，业务转型取得了

阶段性的成果。

2019年，行业监管政策基本完善，流量红利逐渐消失，加上中小型广告企业竞争激烈，大

型广告企业抢占了公司原有的订单市场，因此博睿赛思2019年利润率出现显著下滑。

（2）你公司在2018年对深蓝环保计提减值4,419.59万元；博睿赛思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计

提商誉减值，本期全额计提减值。请补充说明深蓝环保和博睿赛思商誉出现减值迹象的时点

及判断依据、 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2019年及2018年进行减值测试时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预

测所选取关键参数的差异情况及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你公司商誉减值

计提的合理性。

回复：

（一）深蓝环保

A．减值时点及判断依据

深蓝环保2018年整体经营良好，但考虑行业政策影响，计提了4419.59万元商誉减值。2019

年受经营政策转变影响，2019年净利润为369.28万元，相较去年下降8,957.53万元，因此本年增

加计提1.17亿商誉减值。

B.�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

根据本次评估的资产特性、评估目的及所选择的价值类型的要求以及《以财务报告为目

的的评估指南》的相关规定，资产减值测试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然后将所估计的资产可收

回金额与其账面价值比较，以确定资产是否发生了减值。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根据被评估资产的寿命期内可以预计的未来经营净现金流量的现值

和被评估资产市场价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净额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①资产组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的确定方法

根据可回收价值类型定义的要求，资产组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应该采用资产组在现

有管理层经营管理下，在未来资产寿命期内可以产生的经营现金流量的现值。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应当以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数据为基础, 通常最

长不得超过5年，除非企业管理层能够证明更长的期间是合理的。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明确的预测期期间的自由现金流量现值+明确的预测期之后

的自由现金流量现值

预测期内每年自由现金流量=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资本性支出-净营运资本

变动

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期内最后一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永续期资本性支出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 本次评估折现率选取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BT)。

公式：WACCBT=Re×E/[(D+E)×(1－T)]+Rd×D/(D+E)

式中：Re：权益资本成本

Rd：债务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E/(D+E)：股权占总资本比率

D/(D+E)：债务占总资本比率

其中：Re=� Rf� +� β×ERP� +� Rs

Re：股权回报率

Rf：无风险回报率

β：风险系数

ERP：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Rs：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②资产组的市场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的确定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要求“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应当根据公平交

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

产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资产的市场价格通

常应当根据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在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以可获

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净额可以参考同行业

类似资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企业按照上述规定仍然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 应当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

额” 。

如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前三款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则按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中评协[2017]45号）第

十九条“当不存在相关活跃市场或缺乏相关市场信息时，资产评估师可以根据企业以市场参

与者的身份，对单项资产或资产组的运营做出合理性决策，并适当地考虑相关资产或资产组

内资产的有效配置、改良或重置的前提下提交的预测资料，参照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思路和

方法，分析和计算单项资产或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的规定，可以采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方法

得出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根据有序变现的原则确定。有序变现在此定义为：企业的资产变现由资产所有

人主导，选择适当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资产变现行为，资产所有人在实施清算变现

过程中没有外力迫胁和时间的要求。

本次评估中，依据评估目的和持续经营的基本假设，考虑所评估资产特点，首先采用收益

法对确定的经营性资产形成的资产组未来预计产生的现金流量现值进行估算。然后，测试组

成资产组的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再减去基准日营运资本金额。

收益法， 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

法，它适用资产评估中将利求本的评估思路。本次评估中，资产组未来收益是以深蓝环保整个

企业未来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依据，经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加总后计算得出经营

性资产价值，然后再减去基准日营运资本后，得到经营性资产组（评估对象）公允价值。即：

评估对象公允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基准日营运资本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指的是归属于股东和债权人的现金流量。其计算公式为：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净利润＋折旧与摊销＋利息费用×（1-所得税率）－资本性支出－

净营运资金变动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 本次评估折现率选取税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公式：WACC＝Ke×E/（D+E）+� Kd×D/（D+E）×（1－T）

式中：Re：权益资本成本

Rd：债务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E/(D+E)：股权占总资本比率

D/(D+E)：债务占总资本比率

其中：Re=� Rf� +� β×ERP� +� Rs

Re：股权回报率

Rf：无风险回报率

β：风险系数

ERP：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Rs：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处置费用是指可以直接归属于资产处置的增量成本，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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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财务费用和所得

税费用等不包括在内。处置费用共包含四部分，分别为印花税、产权交易费用、中介服务费及

不可预见费。其中印花税按照评估后资产组公允价值的0.05%计算，产权交易费用参照产权交

易市场公示的基础交易费用计算，中介费用按照中介机构的收费标准进行计算，中介机构包

括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

C.� 2019年及2018年进行减值测试时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预测所选取关键参数的差异情

况及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

①2019年预测期关键参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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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率

稳定期净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

的现值

深蓝环保资产组

2020-2024 -2.67%-10.12% 13.36%-18.94%

38,043,844.36 - 85,

281,805.74

2025

年 至

以后

18.94% 85,281,805.74 11.27% 274,026,859.47

②2018年预测期关键参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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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率

稳定期净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

的现值

深蓝环保资产组

2019-2024 1.43%-11.32% 20.53%-22.75%

112,769,000.00 -169,

010,700.00

2025

年 至

以后

22.75% 169,010,700.00

14.2% -

15.9%

875,495,900.00

③差异情况分析

1）预测期间

评估人员在对企业2019收入成本结构、资本结构、资本性支出、和风险水平等综合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宏观政策、行业周期及其他影响企业进入稳定期的因素，确定预测期为 5�年，收

益期为无限期。

2）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期利润率、预测期净利润、稳定期利润率、稳定期净利润

差异分析

深蓝环保2019年在经营战略上进行了调整，以改善公司的现金流、逐步降低应收款为目

标，重点选择投资回报高、支付条件好的项目，并以固危废板块为公司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

通过主动调整公司的业务结构，逐步降低工程建设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因深蓝环保在沼

气、油泥及工业固废的环保工程建设项目业务的新订单大幅度减少，且收到疫情影响，部分项

目无法按时建设，所以深蓝环保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期利润率、预测期净利润、稳定

期利润率、稳定期净利润与2018年预测时存在差异。

3）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基于收益法确定评估价值的重要参数。由于被评估企业

不是上市公司，其折现率不能直接计算获得。因此本次评估采用选取对比公司进行分析计算

的方法估算CGU期望投资回报率。为此，第一步，首先在上市公司中选取对比公司，然后估算

对比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系数β（LeveredBeta）；第二步，根据对比公司资本结构、对比公司β

以及被评估公司资本结构估算CGU的期望投资回报率（税前），并以此作为折现率。

a.对比公司的选取

在本次评估中对比公司的选择标准如下：

● 对比公司近年为盈利公司；

● 对比公司必须为至少有两年上市历史；

● 对比公司在沪深交易所发行人民币A股；

● 对比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或其主营业务为环保行业。

根据上述四项原则，我们选取了3家上市公司作为对比公司，分别为碧水源、雪浪环境及

三聚环保。

b.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的确定（WACCBT）

WACCBT（WeightedAverageCostofCapitalBeforeTax）代表期望的总投资回报率。它是期

望的股权回报率（税前）和债权回报率的加权平均值。

在计算总投资回报率时，第一步需要计算，截至评估基准日，股权资金回报率和利用公开

的市场数据计算债权资金回报率。第二步，计算加权平均股权回报率和债权回报率。

a）股权回报率的确定

为了确定股权回报率 ， 我们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or

“CAPM” ）。CAPM是通常估算投资者收益要求并进而求取公司股权收益率的方法。 它可以

用下列公式表述：

Re=Rf+β×ERP+Rs

其中：

Re�一一股权回报率

Rf一一无风险回报率

β 一一风险系数

ERP一一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Rs一一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分析CAPM我们采用以下几步：

第一步：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持有该债权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小，可以忽

略不计。

无风险报酬率反映的是在本金没有违约风险、 期望收入得到保证时资金的基本价值。本

次选取距评估基准日到期年限5年期以上的国债到期收益率3.41%（复利收益率）作为无风险

收益率。

第二步：确定股权风险收益率

ERP为市场风险溢价，即通常指股市指数平均收益率超过平均无风险收益率（通常指长

期国债收益率）的部分。沪深300指数比较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其300只成分样本股能较好地反

映中国股市的状况。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借助WIND资讯专业数据库对我国沪深300指数的

超额收益率进行了测算分析，测算结果为16年（2004年－2019年）的超额收益率为7.94%，则本

次评估中的市场风险溢价取7.94%。

第三步：确定对比公司相对于股票市场风险系数β（LeveredBeta）。

β被认为是衡量公司相对风险的指标。投资股市中一个公司，如果其β值为1.1则意味着

其股票风险比整个股市平均风险高10%；相反，如果公司β为0.9，则表示其股票风险比股市平

均低10%。因为投资者期望高风险应得到高回报，β值对投资者衡量投资某种股票的相对风险

非常有帮助。

目前中国国内IFIND资讯公司是一家从事β的研究并给出计算β值的计算公式的公司。

本次评估我们选取IFIND资讯公司公布的β计算器计算的β值。（指数选取沪深300指数）。对

比公司含资本结构因素的β见下表：

序号

对比公司

名称

股票代码

含资本结构因素

的

β(Leveredβ)

1

碧水源

300070.SZ 0.9273

2

雪浪环境

300385.SZ 1.2245

3

三聚环保

300072.SZ 1.0489

经计算，可比上市公司剔除资本结构因素的β(Unleveredβ)平均值为0.7235。

第四步：确定目标资本结构比率

我们采用可比公司的资本结构，计算过程如下：

D/(E+D)=36.52%

E/(E+D)=63.48%

第五步：估算被评估企业在上述确定的资本结构比率下的LeveredBeta

我们将已经确定的被评估企业资本结构比率代入到如下公式中， 计算被评估企业

LeveredBeta：

LeveredBeta=UnleveredBeta×[1+（1-T）D/E]

式中：D：债权价值；

E：股权价值；

T：适用所得税率（取15%）；

经计算，深蓝环保的含资本结构因素的LeveredBeta等于：

β=0.7235×[1+×36.52%/63.48%]=1.0772

第六步：估算公司特有风险收益率Rs

通过上文对公司面临的市场、行业等方面的风险进行的分析，基于上文所述因素的影响，

本次评估中对公司特定风险收益率取1.00%。

第七步：计算现行股权收益率

将恰当的数据代入CAPM公式中，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对被评估企业的股权期望回报率。

Re=Rf+β×ERP+Rs=3.41%+1.0772×7.94%+1.00%=12.96%

b）债权回报率的确定

在中国，对债权收益率的一个合理估计是将市场公允短期和长期银行贷款利率结合起来

的一个估计。

目前在中国， 只有极少数国营大型企业或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才可以被批准发行公司债

券。事实上，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券市场，尽管有一些公司债券是可以交

易的。然而，另一方面，官方公布的贷款利率是可以得到的。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一年期贷款利

率是4.35%，则，我们采用的债权年期望回报率为4.35%。

c）税前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的确定

股权期望回报率和债权回报率可以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权重

评估对象实际股权、债权结构比例。税前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利用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

WACCBT=税前加权平均总资本回报率；

E=股权价值；

Re=期望股本回报率；

D=付息债权价值；

Rd=债权期望回报率；

T=企业所得税率；

WACCBT=12.96%/(1-15%)×63.48%+4.35%×36.52%=11.27%

c.折现率的确定

根据上述计算得到CGU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为11.27%，故我们以11.27%作为CGU的折

现率。

综上所述，公司深蓝环保相关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充分考虑了相关资产组的历史情况与

未来发展预测，相关参数的选取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博睿赛思

A．减值时点及判断依据

博睿赛思2018年整体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减值迹象。2019受广告行业下滑影响，年净利

润为447.92万元， 相较去年下降11,184.82万元， 因此判断博睿赛思在2019年商誉出现减值迹

象，本年计提7.7亿商誉减值。

B.�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

根据本次评估的资产特性、评估目的及所选择的价值类型的要求以及《以财务报告为目

的的评估指南》的相关规定，资产减值测试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然后将所估计的资产可收

回金额与其账面价值比较，以确定资产是否发生了减值。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根据被评估资产的寿命期内可以预计的未来经营净现金流量的现值

和被评估资产市场价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净额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①资产组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的确定方法

根据可回收价值类型定义的要求，资产组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应该采用资产组在现

有管理层经营管理下，在未来资产寿命期内可以产生的经营现金流量的现值。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应当以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数据为基础, 通常最

长不得超过5年，除非企业管理层能够证明更长的期间是合理的。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明确的预测期期间的自由现金流量现值+明确的预测期之后

的自由现金流量现值

预测期内每年自由现金流量=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资本性支出-净营运资本

变动

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期内最后一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永续期资本性支出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 本次评估折现率选取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BT)。

公式：WACCBT=Re×E/[(D+E)×(1－T)]+Rd×D/(D+E)

式中：Re：权益资本成本

Rd：债务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E/(D+E)：股权占总资本比率

D/(D+E)：债务占总资本比率

其中：Re=� Rf� +� β×ERP� +� Rs

Re：股权回报率

Rf：无风险回报率

β：风险系数

ERP：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Rs：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②资产组的市场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的确定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要求“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应当根据公平交

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

产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资产的市场价格通

常应当根据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在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以可获

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净额可以参考同行业

类似资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企业按照上述规定仍然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 应当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

额” 。

如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前三款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则按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中评协[2017]45号）第

十九条“当不存在相关活跃市场或缺乏相关市场信息时，资产评估师可以根据企业以市场参

与者的身份，对单项资产或资产组的运营做出合理性决策，并适当地考虑相关资产或资产组

内资产的有效配置、改良或重置的前提下提交的预测资料，参照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思路和

方法，分析和计算单项资产或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的规定，可以采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方法

得出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根据有序变现的原则确定。有序变现在此定义为：企业的资产变现由资产所有

人主导，选择适当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资产变现行为，资产所有人在实施清算变现

过程中没有外力迫胁和时间的要求。

本次评估中，依据评估目的和持续经营的基本假设，考虑所评估资产特点，首先采用收益

法对确定的经营性资产形成的资产组未来预计产生的现金流量现值进行估算。然后，测试组

成资产组的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再减去基准日营运资本金额。

收益法， 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

法，它适用资产评估中将利求本的评估思路。本次评估中，资产组未来收益是以博睿赛思整个

企业未来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依据，经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加总后计算得出经营

性资产价值，然后再减去基准日营运资本后，得到经营性资产组（评估对象）公允价值。即：

评估对象公允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基准日营运资本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指的是归属于股东和债权人的现金流量。其计算公式为：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净利润＋折旧与摊销＋利息费用×（1-所得税率）－资本性支出－

净营运资金变动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 本次评估折现率选取税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公式：WACC＝Ke×E/（D+E）+� Kd×D/（D+E）×（1－T）

式中：Re：权益资本成本

Rd：债务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E/(D+E)：股权占总资本比率

D/(D+E)：债务占总资本比率

其中：Re=� Rf� +� β×ERP� +� Rs

Re：股权回报率

Rf：无风险回报率

β：风险系数

ERP：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Rs：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处置费用是指可以直接归属于资产处置的增量成本，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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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财务费用和所得

税费用等不包括在内。处置费用共包含四部分，分别为印花税、产权交易费用、中介服务费及

不可预见费。其中印花税按照评估后资产组公允价值的0.05%计算，产权交易费用参照产权交

易市场公示的基础交易费用计算，中介费用按照中介机构的收费标准进行计算，中介机构包

括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

C.� 2019年及2018年进行减值测试时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预测所选取关键参数的差异情

况及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

①2019年预测期关键参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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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率

稳定期净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

量的现值

博睿赛思资产组

2020-2024 -49.87%-7.10% 5.80%-6.59%

8,855,177.58 - 14,

404,494.52

2025

年至

以后

6.59% 14,404,494.52 14.84% 14,404,494.52

②2018年预测期关键参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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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率

稳定期净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

量的现值

博睿赛思资产组

2019-2024 2.78%-21.22% 21.72%-22.89%

150,718,300.00-

226,599,100.00

2025

年

至以后

22.89% 226,599,100.00 14.1%-17.3% 1,202,008,700.00

③差异情况分析

1）预测期间

评估人员在对企业2019收入成本结构、资本结构、资本性支出、和风险水平等综合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宏观政策、行业周期及其他影响企业进入稳定期的因素，确定预测期为 5�年，收

益期为无限期。

2）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期利润率、预测期净利润、稳定期利润率、稳定期净利润

差异分析

2019年博睿赛思因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广告主预算降低，加上企业在开拓新的业务模

式，相较于2018年来说，收入大幅度下降，且受到疫情影响，部分订单无法投放，所以博睿赛思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期利润率、预测期净利润、稳定期利润率、稳定期净利润与2018

年预测时存在差异。

3）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基于收益法确定评估价值的重要参数。由于被评估企业

不是上市公司，其折现率不能直接计算获得。因此本次评估采用选取对比公司进行分析计算

的方法估算CGU期望投资回报率。为此，第一步，首先在上市公司中选取对比公司，然后估算

对比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系数β（LeveredBeta）；第二步，根据对比公司资本结构、对比公司β

以及被评估公司资本结构估算CGU的期望投资回报率（税前），并以此作为折现率。

（a）对比公司的选取

在本次评估中对比公司的选择标准如下：

● 对比公司近年为盈利公司；

● 对比公司必须为至少有两年上市历史；

● 对比公司在沪深交易所发行人民币A股；

● 对比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或其主营业务为传媒行业。

根据上述四项原则，我们选取了3家上市公司作为对比公司，分别为新华传媒、广电网络

及中视传媒。

（b）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的确定（WACCBT）

WACCBT（WeightedAverageCostofCapitalBeforeTax）代表期望的总投资回报率。它是期

望的股权回报率（税前）和债权回报率的加权平均值。

在计算总投资回报率时，第一步需要计算，截至评估基准日，股权资金回报率和利用公开

的市场数据计算债权资金回报率。第二步，计算加权平均股权回报率和债权回报率。

a）股权回报率的确定

为了确定股权回报率 ， 我们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or

“CAPM” ）。CAPM是通常估算投资者收益要求并进而求取公司股权收益率的方法。 它可以

用下列公式表述：

Re=Rf+β×ERP+Rs

其中：

Re�一一股权回报率

Rf一一无风险回报率

β 一一风险系数

ERP一一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Rs一一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分析CAPM我们采用以下几步：

第一步：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持有该债权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小，可以忽

略不计。

无风险报酬率反映的是在本金没有违约风险、 期望收入得到保证时资金的基本价值。本

次选取距评估基准日到期年限5年期以上的国债到期收益率3.41%（复利收益率）作为无风险

收益率。

第二步：确定股权风险收益率

ERP为市场风险溢价，即通常指股市指数平均收益率超过平均无风险收益率（通常指长

期国债收益率）的部分。沪深300指数比较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其300只成分样本股能较好地反

映中国股市的状况。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借助WIND资讯专业数据库对我国沪深300指数的

超额收益率进行了测算分析，测算结果为16年（2004年－2019年）的超额收益率为7.94%，则本

次评估中的市场风险溢价取7.94%。

第三步：确定对比公司相对于股票市场风险系数β（LeveredBeta）。

β被认为是衡量公司相对风险的指标。投资股市中一个公司，如果其β值为1.1则意味着

其股票风险比整个股市平均风险高10%；相反，如果公司β为0.9，则表示其股票风险比股市平

均低10%。因为投资者期望高风险应得到高回报，β值对投资者衡量投资某种股票的相对风险

非常有帮助。

目前中国国内IFIND资讯公司是一家从事β的研究并给出计算β值的计算公式的公司。

本次评估我们选取IFIND资讯公司公布的β计算器计算的β值。（指数选取沪深300指数）。对

比公司含资本结构因素的β见下表：

序号 对比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含资本结构因素的

β(Levered β)

1

新华传媒

600825.SH 1.1470

2

广电网络

600831.SH 1.2009

3

中视传媒

600088.SH 1.1786

经计算，可比上市公司剔除资本结构因素的β(Unlevered� β)平均值为1.0604。

第四步：确定目标资本结构比率

我们采用可比公司的资本结构，计算过程如下：

D/(E+D)=� 10.73%

E/(E+D)=� 89.27%

第五步：估算被评估企业在上述确定的资本结构比率下的LeveredBeta

我们将已经确定的被评估企业资本结构比率代入到如下公式中， 计算被评估企业

LeveredBeta：

LeveredBeta=UnleveredBeta×[1+（1-T）D/E]

式中：D：债权价值；

E：股权价值；

T：适用所得税率（取15%）；

经计算，博睿赛思的含资本结构因素的LeveredBeta等于：

β=� 1.0604×[1+×（1-15%）×10.73%/89.27%]=1.1688

第六步：估算公司特有风险收益率Rs

通过上文对公司面临的市场、行业等方面的风险进行的分析，基于上文所述因素的影响，

本次评估中对公司特定风险收益率取1.00%。

第七步：计算现行股权收益率

将恰当的数据代入CAPM公式中，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对被评估企业的股权期望回报率。

Re=Rf+β×ERP+Rs=3.41%+1.1688×7.94%+1.00%=13.69%

b）债权回报率的确定

在中国，对债权收益率的一个合理估计是将市场公允短期和长期银行贷款利率结合起来

的一个估计。

目前在中国， 只有极少数国营大型企业或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才可以被批准发行公司债

券。事实上，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券市场，尽管有一些公司债券是可以交

易的。然而，另一方面，官方公布的贷款利率是可以得到的。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一年期贷款利

率是4.35%，则，我们采用的债权年期望回报率为4.35%。

c）税前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的确定

股权期望回报率和债权回报率可以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权重

评估对象实际股权、债权结构比例。税前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利用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

WACCBT=税前加权平均总资本回报率；

E=股权价值；

Re=期望股本回报率；

D=付息债权价值；

Rd=债权期望回报率；

T=企业所得税率；

WACCBT=13.69%/(1-15%)×89.27%+4.35%×10.73%=14.84%

（c）折现率的确定

根据上述计算得到CGU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为14.84%，故我们以14.84%作为CGU的折

现率。

综上所述，公司博睿赛思相关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充分考虑了相关资产组的历史情况与

未来发展预测，相关参数的选取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会计师核查意见：

（1）我们评价和测试了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层编制的有关商

誉资产组可回收金额测算说明，将测算说明表所包含的财务数据与实际经营数据和未来经营

计划、经管理层批准的预算对比，评估测算说明表数据的合理性；

（2）我们利用估值专家的工作并获取相关的股权价值报告及收购时的评估报告，评价估

值专家的工作，包括：评价评估师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评价估值专家的工作结果或结论的

相关性和合理性，工作结果或结论与其他审计证据的一致性，估值专家的工作涉及使用重要

的假设和方法，这些假设和方法在具体情况下的相关性和合理性等，评价测试所引用参数的

合理性，包括毛利率、增长率、和折现率等；对比收购时及18-19年关键参数差异，与评估师沟

通，分析差异原因，判断数据的合理性。

（3）我们通过参考行业惯例，评估了管理层进行现金流量预测时使用的估值方法的适当

性，并重新计算了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我们将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与该资产组（含商誉）的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需要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

（4）将相关资产组本年度实际数据与以前年度预测数据进行对比，以评价管理层对现金

流量预测的可靠性及偏向。

（5）验证商誉减值测试模型计算的准确性。

（6）检查在财务报表中有关商誉减值准备的披露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核查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商誉减值测试中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具有

合理性；报告期内商誉减值已充分计提；公司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时点恰当。

2、 报告期末， 你公司存货余额22.33亿元， 其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余额

19.17亿元，本期对其计提跌价准备4,848.97万元；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2.99亿元，未计提跌价准

备。请你公司：

（1）按项目列示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对应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收入确认情况、结算情况及收款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与回

款的情况，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相关项目结算与回款是否存在重大风

险。

回复：

列示重大项目的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累计收入 累计结算 累计收款 存货余额

是否按合同约

定及时结算与

回款

交易对手方的履

约能力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相关项目结算与回款

是否存在重大风险

前湾片区景观工程（一期）及前湾一路景

观廊道市政工程（景观部分）

31,970.11 23,200.56 18,414.78 18,918.00 10,870.83

是 否 不存在

南宁园博园项目园林景观工程（二标段：

主入口景区、清泉湖景区）

23,350.04 20,201.57 19,964.29 16,270.25 5,674.70

是 否 不存在

沙雅县含油污泥处理一期项目

9,300.00 7,145.39 3,000.00 3,000.00 5,070.99

是 否 不存在

遂宁金桥城市污水处理厂项目

5,867.09 4,306.12 1,356.83 1,356.83 3,336.84

是 否 不存在

海口司马坡岛园林景观及生态建设工程

24,981.90 16,238.24 15,613.69 15,549.14 2,916.76

是 否 不存在

中元牧业沼气工程

9,691.94 8,147.40 6,784.36 5,214.75 2,783.67

是 否 不存在

斯力康切割渣再生硅工程

7,919.75 2,783.52 791.98 - 2,341.53

是 否 不存在

淮安市白马湖森林公园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

100,000.00 41,927.54 43,100.41 37,769.09 2,229.84

是 否 不存在

沙雅系统提标升级优化项目

2,020.00 1,649.36 - - 1,840.88

是 否 不存在

深圳污泥项目

3,360.00 2,343.99 1,165.00 - 1,797.76

是 否 不存在

阳山县江滨公园景观工程（

EPC

）施工合

同

9,650.00 7,497.31 4,921.50 5,954.00 1,683.95

是 否 不存在

新华联铜官窑一期一区项目 （

1

标段）园

林景观工程施工合同

(

劳务分包）

3,836.18 3,495.40 2,685.33 2,636.89 1,601.61

是 否 不存在

海棠湾红树林七星级度假酒店一期园林

景观工程（一标段）

2,813.00 2,742.69 1,828.45 1,622.19 1,283.52

是 否 不存在

中山市东方骏园项目商业区园林生态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4,047.09 3,980.78 3,642.38 3,908.40 1,278.36

是 否 不存在

三水区乐平镇乐平涌景观提升工程 （大

旗头村至中油桥）

6,935.70 5,386.95 4,438.85 4,393.62 1,083.84

是 否 不存在

GH4.0

广州长隆熊猫酒店项目园建绿化

生态建设工程

3,850.18 3,482.22 3,080.14 3,027.95 1,071.50

是 否 不存在

柳州市柳东新区九子岭片区水环境综合

整治景观工程

2,338.44 2,114.29 1,636.91 2,128.71 1,037.53

是 否 不存在

佛山市南海樵山文化中心工程（东座、西

座）

PPP

项目园林景观建设工程

4,955.35 4,570.47 3,766.06 2,632.37 1,014.39

是 否 不存在

祭伯城遗址公园一期等项目施工工程

4,093.78 4,069.93 2,456.27 2,443.40 1,009.87

是 否 不存在

上海中骏·柏景湾（浦东新区周浦镇西社

区

PDPO-1001

单元

A-01-02

地块）项目景

观生态建设工程

1,847.63 1,793.82 1,570.49 1,528.83 994.73

是 否 不存在

富春城

A2

地块二期景观工程

3,050.00 2,961.17 2,287.50 2,224.04 961.47

是 否 不存在

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佛山市禅城区

汾江南路西侧、魁奇路北侧地块项目

0.00

以下工程及

±0.00

以上工程

-

园林绿化工

程）

3,805.48 3,694.64 2,663.84 3,614.26 926.68

是 否 不存在

旗山文城二期

6#

地块

1-8#

楼样板房区园

林景观工程

1,620.05 1,620.05 1,296.04 1,463.28 899.52

是 否 不存在

东二环金尊府项目

D

地块 （除展示区外）

总体景观工程

1,783.00 1,731.07 1,426.40 1,426.40 873.93

是 否 不存在

浙江省温州市立体城项目

2#

地块示范区

园林景观工程

1,600.00 1,553.40 1,280.00 1,277.91 866.41

是 否 不存在

中山东路

301

号地块

4

项目

1-4#

楼景观工

程

671.58 619.42 446.60 553.31 854.71

是 否 不存在

鹤山市文化中心南区项目园林景观工程

2,378.33 2,309.06 2,211.85 2,251.51 708.01

是 否 不存在

中国山东省济南市水晶郦城项目西地块

景观工程

1,380.70 1,245.05 1,173.60 1,160.82 677.71

是 否 不存在

常德荷花公园一期三标项目园林绿化

（生态）建设工程

1,105.23 1,006.72 884.18 869.72 641.57

是 否 不存在

广州市保利广钢新城

140

地块项目园林

绿化生态建设工程

1,340.37 1,213.17 1,139.31 1,133.51 621.14

是 否 不存在

合计

281,562.92 185,031.30 155,027.04 144,329.18 58,954.25

(下转B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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