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关于对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

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103 号）  

部分问题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贵部发来的《关

于对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

第103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以后，按照贵部要求对年报问询函中提

到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请会计师、独立财务顾问就相关问题发表意见。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部分问题的回复工作。但鉴于年报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多，

问题数量较大，为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提高信息披露

的质量，公司需要对部分问题所涉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核查，尤其是资金流水、

去向的穿透、比对。公司将秉承认真负责的态度尽快落实年报问询函中涉及的问

题，在相关事项完成后及时回复。会计师及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核查意见在完成相

关核查工作后一并回复。现将年报问询函中已完成部分的问题先行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函中的词语和简称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各项

词语和简称的含义相同。） 

 

1.（年报问询函第3条）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对浙江时代金泰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金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合计67,500万元，在我

部此前对你公司的问询中，你公司答复与时代金泰不存在直接企业往来，与时

代金泰下属孙公司浙江迅纬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迅纬）存在贸易业务。 

（1）请核查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主要客户是否与时代金泰、浙江迅纬存在

关联关系或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列示近三年与时代金泰发生担保的详细情况、

与浙江迅纬贸易往来的业务实质、资金流水及最终去向。 

（2）2019年12月，经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继续与时代金泰延续

互保关系，其中公司为时代金泰对外融资提供最高80,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



 

 

不超过三年。请结合对问题（1）的回复，核查上述担保是否构成违规担保，你

公司是否负有担保义务。 

（3）2019年度你公司剥离了化工业务板块，年报显示对浙江金科日化原料

有限公司仍存在1,8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请说明上述担保责任的预计解除时间，

是否违反剥离时的相关协议安排或承诺。 

回复： 

（一）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主要客户是否与时代金泰、浙江迅纬存在关联

关系或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近三年与时代金泰发生担保的详细情况、与浙江

迅纬贸易往来的业务实质、资金流水及最终去向。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关联方、公司主要客户与时代金泰、浙江迅纬之间的

关系 

公司2019年度前五大客户分别为：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Google Ireland LTD 41,238.30 22.53% 

2 
Mobvista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imited 
7,225.32 3.95% 

3 IronSource LTD 6,961.47 3.80% 

4 Facebook Ireland LTD 5,441.85 2.97% 

5 Unity Technologies SF 5,002.84 2.73% 

合计 - 65,869.78 35.98% 

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对关联方的认定要求，公司对关联方进行系统梳理，同时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核对，

并经公司控股股东、时代金泰、浙江迅纬分别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关联方

及公司主要客户与时代金泰、浙江迅纬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2.公司近三年为时代金泰发生担保的详细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2017 年 7

月 7 日 
50,000 

2017 年 7 月 12

日 
50,000 

主债务已履行

完毕 
是 否 



 

 

2017 年 9 月 25

日 
50,000 

主债务已履行

完毕 
是 否 

2017 年 11 月 6

日 
20,000 

主债务已履行

完毕 
是 否 

2017 年 12月 22

日 
30,000 

主债务已履行

完毕 
是 否 

2018 年 3

月 15 日 

50,000 
2018 年 6 月 24

日 
30,000 

主债务已履行

完毕 
是 否 

50,000 
2018 年 3 月 15

日 
50,000 

主债务已履行

完毕 
是 否 

50,000 
2018 年 7 月 30

日 
20,000 

主债务已履行

完毕 
是 否 

2019 年 3

月 11 日 

80,000 
2019 年 6 月 25

日 
30,000 

与主债务期限

一致 
否 否 

80,000 
2019 年 7 月 30

日 
17,500 

与主债务期限

一致 
否 否 

80,000 
2019 年 12月 10

日 
13,000 

与主债务期限

一致 
否 否 

截至目前，公司为时代金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0,500万元，时代金泰为公司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1,322万元。 

3.公司与浙江迅纬贸易往来的业务实质、资金流水及最终去向 

浙江迅纬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矿产品、冶金材料及原料的销售。公司向供应

商支付货款采购电解铜以后，向包括浙江迅纬、上海太欣实业有限公司、江阴协

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友同物资有限公司等客户进行销售并取得货款。 

公司与浙江迅纬的贸易资金流水情况如下： 

时间 金额（万元） 款项性质 

2017 年 9 月 23,000.00  货款 

2017 年 10 月 1,762.58  货款 

2017 年 11 月 15,084.24  货款 

2017 年 12 月 12,000.00  货款 

2018 年 2 月 8,539.42  货款 

2018 年 3 月 34,339.62  货款 

2018 年 4 月 32,258.95  货款 

2018 年 5 月 1,915.25  货款 

2018 年 6 月 45,021.87 货款 

2018 年 7 月 3,700.00  货款 

2018 年 8 月 16,115.80  货款 

2018 年 9 月 43,741.48  货款 

2018 年 12 月 43,992.31  货款 



 

 

2019 年 1 月 12,505.00  货款 

2019 年 2 月 1,500.00  货款 

2019 年 3 月 50,000.05  货款 

2019 年 4 月 83,586.00  货款 

2019 年 5 月 30.95  货款 

2019 年 6 月 70,006.26  货款 

2019 年 7 月 11,040.00  货款 

2019 年 9 月 54,106.63  货款 

从上表可知，相关资金均最终流向公司。 

（二）是否构成违规担保，公司是否负有担保义务。 

公司与时代金泰担保事项已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履行

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截至目前，公司对时代金泰负有担保义务的担保余额为60,500万元。根据时

代金泰的资产情况、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行业前景情况判断，其资产规模稳定，

资信良好，有能力偿还未来到期债务。目前，公司与时代金泰互相担保事项未发

生担保偿债风险。 

（三）对浙江金科日化原料有限公司担保责任的预计解除时间，是否违反

剥离时的相关协议安排或承诺。 

根据公司出售金科日化44%股权时与绍兴上虞宝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杭州秋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关于浙江金科日化原

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相关约定，公司应于协议生效后尽快解除公司及

其关联方与金科日化及其并表内企业之间的担保。金科日化该笔1,800万元借款

期限为2019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8日，公司为其担保的期限与该笔债务期限一

致。 

截至2020年5月8日，金科日化已归还1,800万元借款，并向公司提供了归还

借款凭证，公司在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义务自此终止。 

基于上述，公司不存在违反剥离时的相关协议安排或承诺的情形。 

 

2.（年报问询函第4条）年报显示，你公司商誉期末余额62.61亿元，本期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26.11亿元，其中对杭州哲信、星宝乐园、昊苍网络等八家公司

的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Outfit7、每日给力的商誉部分计提减值准备。我



 

 

部从2017年起，对你公司的年报及半年报审核问询函中均要求公司对商誉减值

事项予以充分说明，公司回复未发现减值迹象。 

（1）请补充披露构成商誉的资产或资产组合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是否

存在业绩大幅下滑；核查说明杭州哲信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即出现业绩变脸，

Outfit7 2017年度和2018年度业绩精准达标、2019年度业绩下滑，以及每日给力

业绩承诺期内盈利能力大幅下滑的原因。 

（2）结合Outfit7、杭州哲信、每日给力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及判断依

据，说明前期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请全面核查并购标的前期业绩的真实情况、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4）请补充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及关键参数，说明相关参数的选取过程，

各年减值测试采用主要参数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请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就标的资产业绩

真实性发表意见。 

回复： 

（一）构成商誉的资产或资产组合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Outfit7 杭州哲信 每日给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12.17% -46.08% 44.67% 

营业利润增长率 -22.18% -181.63% -26.64% 

毛利率 98.88% 47.70% 51.61% 

营业费用率 37.53% 46.74% 18.16% 

营业利润率 61.81% -61.90% 36.12% 

由上表可知，2019 年度 Outfit7 资产组和杭州哲信资产组的营业收入较上年

均出现下滑，分别下降 12.17%和 46.08%，营业收入的下降导致上述资产组的营

业利润也分别较上年下降 22.18%和 181.63%。尽管每日给力资产的营业收入较

上年上涨 44.67%，但随着行业环境的变化 2019 年每日给力的收入结构也出现改

变，营业成本上涨幅度高于营业收入，导致营业利润较上年下降 26.64%。因此，

2019 年 Outfit7 资产组、杭州哲信资产组和每日给力资产组的业绩均呈不同程度

的下滑。 

（二）杭州哲信、Outfit7、每日给力业绩下滑的原因 



 

 

1.杭州哲信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 

（1）杭州哲信最近两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 

营业收入  47,663.45   88,388.71   -40,725.26  

营业成本  24,929.18   34,603.01   -9,673.83  

费用[注]  22,278.51   14,933.30   7,345.21  

减值损失[注]  -30,687.88   -3,648.99   -27,038.89  

营业利润  -29,502.59   36,142.84   -65,645.44  

利润总额  -29,510.71   36,167.66   -65,678.37  

[注]：费用包含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减值损失包含信用减值损

失和资产减值损失，下同。 

（2）主要财务数据变动的原因 

1）营业收入：2019 年杭州哲信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 40,725.26 万元，主要

系游戏发行业务和广告充值业务下降所致。 

游戏发行业务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系近年游戏版号审批趋严，实际版号发放

数量减少，公司存量产品逐步消耗完毕，杭州哲信可供发行的游戏内容减少。此

外，工信部持续对国内电信运营商的增值业务进行规范和整治，各运营商采取了

限制推广规模、暂停计费接入业务等措施，杭州哲信无法获取计费接入支持，直

接导致游戏发行业务收入的大幅下滑。 

广告充值业务下降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广告市场行情恶化，杭州哲信的主要

广告充值业务客户的回款能力恶化，为控制款项回收风险，公司暂停了广告充值

业务导致广告充值业务收入下降。 

2）营业成本：2019 年杭州哲信营业成本较上年减少 9,673.83 万元，主要系

游戏发行业务下降，相应的游戏渠道推广成本下降。 

3）费用：2019 年杭州哲信费用较上年增加 7,345.21 万元，主要系职工薪酬、

折旧及摊销、技术服务费等项目上涨所致。其中职工薪酬增加 2,017.96 万元，主

要系合并范围变化及 2019 年下半年杭州哲信业务结构调整，员工裁撤较多，支

付较多辞退薪酬；折旧及摊销费增加 2,400.35 万元，主要系 2018 年下半年公司

购入的房产投入使用及外购 IP 版权导致本期相应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和无形资



 

 

产摊销增长较大；技术服务费增加 2,042.61 万元，主要系本期杭州哲信研发投入

较大，委外的各项技术服务上涨。 

4）减值损失：2019 年杭州哲信减值损失较上年增加 27,038.89 万元，主要

系杭州哲信分别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3,980.67 万元

和 5,175.44 万元。 

2. Outfit7 业绩下滑的原因 

（1）Outfit7 最近两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 

营业收入  94,576.73   107,682.36   -13,105.64  

营业成本  1,061.21   868.29   192.92  

费用  35,491.61   32,515.66   2,975.95  

减值损失  -487.54   -904.20   416.67  

营业利润  58,459.79   75,120.01   -16,660.22  

利润总额  58,320.52   75,120.93   -16,800.41  

（2）主要财务数据变动的原因 

1）营业收入：2019 年 Outfit7 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 13,105.64 万元，主要系

游戏内购收入和 IP 授权业务收入下降较大。 

游戏内购收入下降主要系：（1）Outfit7 的游戏应用（如 My Talking Tom、

My Talking Angela 等）的受众群体主要为儿童，本身游戏内购收入较小，此外

Outfit7 的大多数游戏应用发布时间已经较长，2019 年仅新发布一款游戏（Talking 

Tom Hero Dash），因此带动的新增内购收入也相对较小；（2）受工信部对国内运

营商电信增值业务的整顿影响，Outfit7 来自境内安卓渠道的游戏内购收入下降

较大。 

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2020》显示，由于贸易局势以及投

资的大幅缩减，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2.3%，为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受宏观

环境影响，全球线下游乐、玩具市场和婴童用品消费等市场也受到冲击。Outfit7

的 IP 授权业务下游需求下降，业务进展缓慢，导致 2019 年度 Outfit7 的 IP 授权

业务增长不及预期。 

2）营业成本：2019 年 Outfit7 营业成本为 1,061.2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92.92

万元。公司营业成本较小且变动不大，对公司整体的业绩影响较小。 



 

 

3）费用：2019 年 Outfit7 费用较上年增加 2,975.95 万元，增幅较大，主要

系销售费用中的市场推广费增长较大。市场推广费用由 2018 年度的 9,484.50 万

元上涨至 12,107.18 万元，增加 2,622.68 万元。市场推广费大幅上涨主要系 Outfit7

公司分别在 2018 年 11 月和 2019 年 6 月发布新游戏（My Talking Tom2 和 Talking 

Tom Hero Dash），这两款游戏是公司重点推广的精品游戏，因此游戏上线发布前

期需要一定的市场推广来获取用户。 

4）减值损失：2019 年 Outfit7 减值损失较上年减少 416.67 万元，主要系应

收账款的下降从而导致信用减值损失的减少。 

3.每日给力业绩下滑的原因 

（1）每日给力最近两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变动 

营业收入  9,473.17   6,548.34   2,924.83  

营业成本  4,584.42   580.09   4,004.33  

费用  1,720.50   1,297.81   422.68  

减值损失  3.19   -190.37   193.56  

营业利润  3,421.55   4,664.10   -1,242.55  

利润总额  3,420.98   4,665.89   -1,244.91  

（2）主要财务数据变动的原因 

1）营业收入：2019 年每日给力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 2,924.83 万元，主要系

公司本期的业务结构有所变动，游戏广告收入增长较大。2019 年每日给力广告

收入为 6,537.83 万元，较上年增加 2,569.90 万元。 

由于仅有获得游戏版号的游戏才能在游戏中开通内购充值渠道，而近年来游

戏版号审批趋严，公司新开发的一些游戏无法如期获得游戏版号，因此公司开始

转变游戏变现方式，更多的通过在游戏中植入广告来获取收益。 

2）营业成本：2019 年每日给力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 4,004.33 万元，高于营

业收入的上涨幅度，主要系每日给力的广告业务收入的构成也有所变化。2018

年每日给力广告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微信小游戏（彩虹岛水果等），当年微信小

游戏较为火热，其开发的微信小游戏用户基本是靠自然增长，公司并没有对微信

小游戏进行大幅推广获取初始用户，因此 2018 年营业成本较低。在微信上发布

的小游戏是一些生命周期较短的轻度休闲类游戏，外加微信小游戏的热度下降，



 

 

2018 年末“彩虹岛水果”等微信小游戏用户开始逐步流失，微信小游戏带来的

广告收入逐步下降。2019 年微信小游戏中的广告收入持续下降。 

为了应对微信小游戏业务的下滑，2019 年每日给力新开发了多款游戏应用，

并直接在 IOS 等渠道上发行。由于在 IOS 等成熟渠道发行自然增长的用户较少，

在发行前期公司需要对该些游戏应用进行一定推广以获取初始用户群体，因此

2019 年每日给力推广成本上涨幅度较大。 

3）费用：2019 年每日给力费用较上年增加 422.68 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业

务收入规模上涨，相应的研发和管理人员人数也增加，费用中的职工薪酬上升。 

4）减值损失：2019 年每日给力减值损失较上年减少 193.56 万元，主要系应

收账款的下降从而导致信用减值损失的减少。 

（三）并购标的前期业绩真实情况以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针对并购标的前期业绩真实性履行的核查程序 

（1）营业收入 

1）移动应用发行业务 

①对杭州哲信、Outfit7 的移动应用发行收入执行 IT 审计程序，了解与财务

报表有关的信息系统一般控制，并对各项业务数据进行测试和分析； 

②取得杭州哲信的主要 SP 服务商与其运营商之间的合同或结算单，核实 SP 

服务商及其业务的真实性； 

③获取杭州哲信、Outfit7 和每日给力主要客户的合同、发票、结算单、收

款回单，核查合同、发票、结算单、收款回单是否一致； 

④通过公开渠道下载并试玩杭州哲信、Outfit7 和每日给力发行的主要游戏，

了解游戏的可玩性和盈利点； 

⑤获取杭州哲信、每日给力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的个人银行卡流水，核查是否

与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存在资金往来； 

⑥选取杭州哲信的部分客户和供应商进行访谈，并抽取部分 SP 服务商，由

IT 审计人员检查 SP 服务商的数据库，核对 SP 服务商数据库中数据与公司数据

的一致性； 

⑦对移动应用发行业务客户进行函证，并取得客户的回函。 

2）广告业务 

①对杭州哲信、Outfit7 的互联网广告业务执行了 IT 审计程序, 了解与财务

报表有关的信息系统一般控制，并对各项业务数据进行测试和分析；  



 

 

②获取杭州哲信、Outfit7 和每日给力主要广告客户的合同、发票、结算单、

收款回单，核实合同、发票、结算单以及收款回单的主体的一致性； 

③获取杭州哲信、Outfit7 和每日给力公司主要广告客户的结算单进行核对，

确认公司账面确认的收入是否与实际的结算单一致； 

④根据广告客户提供给公司的用于查询每月广告结算数据的后台登录账号，

现场观察企业人员的登录过程，抽取部分月份 Dashboard 上的结算数据，检查与

后台登录系统中数据的一致性； 

⑤抽取部分广告植入项目收入，获取公司业务人员与广告客户的沟通记录； 

⑥抽取部分广告客户执行访谈程序； 

⑦对广告业务客户进行函证，并取得客户的回函。 

3）IP 版权业务 

①获取 IP 版权业务客户的合同、发票、结算单、版权接收函、收款回单，

核实合同、发票、结算单、版权接收函以及收款回单的主体的一致性； 

②抽取了部分 IP 版权业务人员与客户、供应商的沟通记录，检查业务的真

实性； 

③抽取 IP 版权业务的客户和供应商进行访谈； 

④对 IP 版权业务客户进行函证，并取得客户的回函。 

（2）营业成本 

1）对公司的整体毛利率和分业务毛利率进行分析，对毛利率的异常变化进

一步核查原因； 

2）获取公司与下游渠道推广商、游戏开发商等供应商的合作协议、结算单，

并与账面金额进行核对； 

3）对本期 IP 版权销售结转的成本进行复核； 

4）获取主要的供应商的采购付款回单，检查与账面挂账单位是否一致； 

5）对营业成本进行截止性测试，将跨期成本进行调整； 

6）按重要性水平抽样主要供应商进行函证。 

（3）期间费用 

1）编制期间费用明细表，对主要费用项目进行复核并获取合同、结算清单、

发票等原始凭证； 

2）对两期变动较大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核查和分析，了解变化的原因并获取

佐证资料； 



 

 

3）将期间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折旧、摊销、材料耗用等项目与应付职工薪

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存货等科目进行勾稽复核； 

4）对期间费用进行截止测试，将跨期费用进行调整； 

5）按照抽样方法对期间费用执行凭证测试和细节测试。 

（4）货币资金 

1）获取公司所有银行账户的全年对账单并将对账单余额与公司账面余额进

行核对； 

2）按照抽样方法选取主要银行账户中的大额资金流水与公司账面发生记录

进行核对； 

3）对公司的所有银行账户进行函证并在出具审计报告日前收回所有银行的

回函； 

4）对取得的银行回函进行检查，核实是否存在不符事项、受限资金、对外

担保等异常情况，并对异常情况进行核实确认； 

5）由审计人员独立寄发和回收银行函证，并在发函前和回函后对函证的发

函地址以及回函快递面单地址进行核对； 

6）对公司账面的库存现金进行监盘并取得库存现金监盘表； 

7）2019 年度在审计人员观察下导出所有开通网银账户的网银流水，并将网

银流水与对账单进行核对。 

（5）往来款项 

1）按照抽样方法对往来单位进行函证并取得回函，对无法获取的函证进行

替代测试； 

2）对期末余额较大的往来款单位执行期后收款测试、付款测试以及结算测

试； 

3）对期末余额较大的往来款单位执行信用期测试，对大额的应收账款、预

付账款以及其他应收款进行商业实质分析，关注是否存在资金占用； 

4）对大额往来单位进行发生额分析并获取业务合同。 

（6）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获取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以及部分被投资单位的外部审计报告，了解

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获取部分被投资单位的银行对账单，了解其资金的主要使用去向； 



 

 

3）查询被投资单位的工商和注册资料，核实其是否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 

4）获取部分被投资单位的业务情况说明，了解其目前的业务开展情况及未

来预期； 

5）抽取部分被投资单位，了解其市场； 

6）抽取部分被投资单位，与其实际控制人或管理层成员进行访谈； 

7）抽取部分大额被投资单位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测算表、外部评估报告

或近期第三方入股材料，了解被投资单位的市场价值情况。 

2.并购标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承诺数  实现数  累计完

成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Outfit

7 （万

欧元） 

- 7,809.04 9,286.68  
10,975.8

0 
- 7,841.00 9,355.22  

7,428.2

7 
87.72% 

杭 州

哲 信

（ 万

元） 

17,000.0

0 

23,000.0

0 

30,000.0

0  
- 

19,225.0

3 

23,772.4

2 

33,587.4

2  
- 

109.41

% 

每 日

给 力 

（ 万

元） 

- 2,500.00 3,250.00  4,250.00 - 2,289.85 4,293.04  
3,149.5

9 
97.32% 

杭州哲信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9,225.03 万元、23,772.42 万元、33,587.42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合计 76,584.87 万元，累计超出业绩承诺 6,584.87 万元。 

Outfit7 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超出业绩承

诺 31.96 万欧元和 68.54 万欧元，超出业绩承诺较小。主要系 Outfit7 2017 年度

和 2018 年度分别计提了超额业绩奖励 373.40 万欧元和 609.34 万欧元，剔除超额

业绩奖励的影响后，Outfit7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分别超出业绩承诺 405.36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3,095.86 万元）和 677.88 万

欧元（折合人民币 5,290.72 万元）。2019 年 Outfit7 实现业绩承诺 7,428.27 万欧

元，完成承诺净利润的 67.68%，累计未实现承诺业绩 3,447.03 万欧元。 



 

 

每日给力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分别为 2,289.85 万元、4,293.04 万元和 3,149.59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9,732.48 万元，累计未完成承诺业绩 267.52 万元。 

（四）Outfit7、杭州哲信、每日给力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判断依据及

前期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杭州哲信 

（1）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及判断依据 

单机休闲游戏发行和 IP 版权授权是杭州哲信原有的主要业务，2019 年杭州

哲信的上述业务均出现大幅下滑。 

单机休闲游戏发行业务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随着行业整体版号增量

控制，2019 年下半年以来，上游游戏开发商的减少导致游戏内容不足，存量产

品逐步上线消耗完毕，且各流量渠道对接入产品版号的合规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从而导致了杭州哲信单机休闲游戏发行收入下滑及发行变现效率降低，单机

休闲游戏发行业务受到限制；第二、自工信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大力核查媒

体报道所涉通信服务热点问题》等文件以来，持续对国内电信运营商的增值业务

进行整治，大力规范国内电信运营商的增值业务。自 2019 年第四季度开始，各

运营商更是采取了限制推广规模、暂停计费接入业务等措施。由于无法获取计费

接入支持导致杭州哲信短代支付收入的急剧下滑，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IP 版权授权业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收购 Outfit7 后整体发展战略逐渐明

晰，聚焦以“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为核心的全栖 IP 生态运营发展，加强线

上推进移动应用、动漫影视，线下布局 IP 衍生品与授权业务、主题乐园等连锁

业态。因此，“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以外的 IP 相关业务逐渐边缘化，杭州哲信

IP 版权授权业务处于战略收缩状态，本期业务规模下滑较大。 

因此，2019 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开始，随着单机休闲游戏发行和 IP

版权授权业务的下滑和收缩，杭州哲信商誉所在的资产组发生了明显的减值迹象。 

（2）前期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2016年-2018年杭州哲信的营业收入由45,011.30万元上涨至88,388.71万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 40.13%，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随着营业收入的上涨，杭州哲

信的营业利润逐年上涨，2016 年-2018 年杭州哲信分别实现利润 19,225.03 万元、

23,772.42 万元、33,587.42 万元，均超过各年承诺的利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较

好。此外，杭州哲信各项业务正常发展，未发现明显的减值迹象。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公司均聘请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杭

州哲信商誉所在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银信财报字

[2017]沪第 048 号）、估值咨询报告（银信咨报字（2018）沪第 037 号）、评估报

告（银信财报字（2019）沪第 197 号）。根据上述评估报告和估值咨询报告，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杭州哲信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分别为

356,020.00 万元、380,0020.00 万元、389,400.00 万元，均大于各期末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因此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均无需对归属于杭州

哲信资产组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 Outfit7 

（1）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及判断依据 

根据 Outfit7 全球 IP 授权业务发展战略目标及“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线

上移动应用用户地域分布特征，IP 授权业务收入是构成 Outfit7 收入重要来源之

一。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2020》显示，由于贸易局势以及投

资的大幅缩减，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2.3%，为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受宏观

环境影响，全球线下游乐、玩具市场和婴童用品消费等市场也受到冲击。Outfit7

的 IP 授权业务下游需求下降，业务进展缓慢，导致 2019 年度 Outfit7 的 IP 授权

业务增长不及预期。 

中国区域为 Outfit7 主要营业收入的来源地之一。由于移动互联网应用发行

业务游戏版号总量受到控制、版号审核趋严，Outfit7 的游戏应用产品在中国境

内上线节奏、广告导入、内购安排等均受到一定影响，部分产品在国内的变现能

力下降，2019 年来自中国区域的收入增长不及预期。 

因此，2019 年下半年以来 Outfit7 的 IP 授权业务收入以及来自中国区域的收

入增长不及预期的情况逐步显现，2019 年末 Outfit7 商誉所在的资产组开始出现

较为明显的减值迹象。 

（2）前期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2017 年-2018 年Outfit7 的营业收入由 85,312.68 万元上涨至 107,682.36 万元，

增长率为 26.22%。随着营业收入的上涨，Outfit7 的营业利润也呈增长趋势，2017

年-2018 年 Outfit7 分别实现利润 7,809.04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59,871.27 万元）、

9,286.68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72,996.80 万元），均超过各年承诺的利润。此外， 

Outfit7 的广告业务、游戏内购业务以及 IP 授权业务均处于正常发展状态，未发

现明显的减值迹象。 



 

 

2017 年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Outfit7 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

逗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绍兴上虞码牛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的

Outfit7 Investments Limited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1513 号）。

2017 年 12 月，公司完成了收购 Outfit7 控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并将其纳入

合并报表。由于重大资产重组评估基准日与 2017 年末间隔较短，再利用股权价

值评估数据进行测算后，2017 年末归属于 Outfit7 资产组的商誉不存在减值。 

2018 年末公司聘请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Outfit7 商誉所在资产组可回

收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银信财报字（2019）沪第 196 号）。根据评

估报告，2018 年末 Outfit7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为 806,700.00 万元，

大于 2018 年末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因此 2018 年末无需对归属于 Outfit7

资产组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3.每日给力 

（1）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及判断依据 

每日给力主要从事游戏开发和发行业务。随着游戏版号审批趋严，2019 年

下半年以来每日给力新开发的一些游戏无法如期获得游戏版号。由于只有获得游

戏版号的游戏才能在游戏中开通内购充值渠道，因此每日给力开始转变游戏收益

变现方式，更多的通过推广自身游戏，在自身游戏应用获取一定的用户基础后再

在其中植入广告而来获取收益。每日给力目前的游戏收益变现方式需要其在前期

投入较多的推广成本，因此 2019 年度每日给力营业利润率下降，公司整体业绩

出现下滑。 

为应对宏观市场环境的变化，每日给力在 2019 年才开始对游戏收益的变现

方式做出转变。因此 2019 年下半年以来每日给力的整体盈利能力开始出现大幅

下滑，其商誉所在的资产组开始出现减值迹象。 

（2）前期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2017 年-2018 年每日给力的营业收入由 3,145.12 万元上涨至 6,548.34 万元，

增长率为 108.21%。随着营业收入的上涨，每日给力的营业利润也逐年上涨，2017

年-2018 年每日给力分别实现利润 2,289.85 万元、4,293.04 万元，累计超出承诺

利润 832.89 万元。此外，每日给力各项游戏发行和微信小游戏业务发展状况较

好，未发现有明显的减值迹象。 



 

 

2017 年末、2018 年末公司均聘请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每日给力商誉

所在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估值咨询报告（银信咨报字（2018）沪

第 036 号）、评估报告（银信财报字（2019）沪第 199 号）。根据上述评估报告和

估值咨询报告，2017 年末、2018 年末每日给力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

分别为 32,610.00 万元、40,480.00 万元，均大于各期末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

值，因此 2017 年末、2018 年末均无需对归属于每日给力资产组的商誉计提减值

准备。 

（五）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及关键参数，相关参数的选取过程，各年减值测

试采用主要参数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1. 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 

单位：万元 

项   目 Outfit7 杭州哲信 每日给力 

商誉账面余额①  365,096.63   232,021.65   27,043.04  

商誉减值准备余额②    

商誉账面价值③=②-①  365,096.63   232,021.65   27,043.04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

价值④ 
286,861.64   

调整后的商誉账面价值⑤=③+④ 651,958.27  232,021.65  27,043.04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⑥  69,343.29   10,782.98   1,578.77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⑦=

⑤+⑥ 
721,301.56  242,804.63  28,621.81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⑧

[注] 
674,600.00 8,200.00 27,400.00 

减值损失⑨=⑦-⑧ 46,701.56  234,604.63  1,221.81  

其中：应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⑩=if

（⑨>⑤,⑤,⑨） 
46,701.56 232,021.65 1,221.81 

被审计单位享有的股权份额⑾ 56% 100% 100% 

被审计单位应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

⑿=⑾*⑩ 
 26,152.87   232,021.65   1,221.81  

[注]：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利用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金科文

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 Outfit7 Investments Limited 商誉所在资产

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财报字（2020）沪第 348 号）、《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杭州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可回收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财报字（2020）沪第 349 号）、《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



 

 

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杭州每日给力科技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银信财报字（2020）沪第 350 号）的评估结果。 

2.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选取过程及各年减值测试采用主要参数变动的

原因及合理性 

（1）Outfit7 

1）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及选取过程 

Outfit7 历年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67,847.08 85,312.68 107,682.36  94,576.73  

收入增长率  25.74% 26.22% -12.17% 

营业成本 536.86 590.29 868.29  1,061.21  

毛利率 99.21% 99.31% 99.19% 98.88% 

营业利润 47,737.20 61,278.58 75,120.01  58,459.79  

营业利润率 70.36% 71.83% 69.76% 61.81% 

由上表可知，Outfit7 2016-2019 年营业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1.71%，毛

利率保持在 99%左右。但营业利润率呈下降趋势，2019 年下降至 61.81%。 

①收入增长率的确定依据： 

根据国资委公布 2019 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2019 年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财

务指标值如下表所示： 

行业 项  目 优秀值 良好值 平均值 较低值 

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 营业收入增长率 18.00% 11.20% 6.30% 3.40% 

公司结合历史年度的收入增长率及国资委公布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收入增

长率指标对未来的营业收入进行预测。 

详细预测期及稳定期预测的收入增长率 

项  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稳定期 

收入增长率 5.42% 4.83% 3.87% 2.91% 2.91% 持平 

Outfit7 详细预测期的收入增长率介于 2.91%和 5.42%之间，低于其近年来的

年均复合增长率及国资委公布的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

因此管理层对 Outfit7 收入增长率的预测相对较为谨慎。 

②营业利润率的确定依据： 



 

 

Outfit7 的营业利润率呈下降趋势，2019 年下降至 61.81%。根据其未来的经

营规划考虑运营的稳定性，详细预测期 Outfit7 的营业利润率具体如下： 

项  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稳定期 

营业利润率 62.72% 63.05% 63.30% 63.62% 63.82% 持平 

Outfit7 详细预测期的营业利润率介于 62.72%和 63.82%之间且在各年之间保

持稳定，较其 2019 年度的营业利润率变动较小，较为合理。 

③折现率选取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及 2018 年 11 月 16 日证监会发布《会

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对折现率预测时，应与相应的

宏观、行业、地域、特定市场、特定市场主体的风险因素相匹配，应与未来现金

净流量均一致采用税前口径。Outfit7 折现率的计算过程如下： 

序号 业务板块 
无风险

报酬率 

成熟股票市场

的基本补偿额 

国家风险

补偿额 

追加特

别风险 
折现率 权重 

1 中国 4.0625% 6.99% 3.00% 14.05% 
29.00

% 

2 美国 1.9200% 6.26%  3.00% 11.18% 
23.00

% 

3 俄罗斯 9.8000% 6.26%  3.00% 19.06% 5.00% 

4 英国 0.9129% 6.26%  3.00% 10.17% 5.00% 

5 巴西 6.7600% 6.26%  3.00% 16.02% 5.00% 

6 
其他国家（欧元

区） 
0.4900% 6.26%  3.00% 9.75% 

33.00

% 

小  计 - - - - - 
100.00

% 

合并口径权益资本报

酬率=∑折现率*权重 
12.13% 

合并口径债务资本报

酬率=∑报酬率*权重 
2.66% 

根据 Outfit7 自身资本结构，付息负债占权益价值的比为 0%，综合所得税率

为 2.21%，计算加权资本成本： 

WACC=Ke×E/（D+E）+Kd×D/（D+E）×（1－t） 

其中：E 为权益的市场价值； 

D 为债务的市场价值； 

Ke 为权益资本成本； 

Kd 为债务资本成本； 



 

 

t 为被评估企业的所得税率； 

D/E：根据企业自身资本结构估计的被评估企业的债务与股权比率； 

其中：Ke =Rf1+ERP+Alpha 

Rf1:长期国债期望回报率； 

ERP: 市场风险溢价，即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 

Alpha:特别风险溢价； 

ERP=成熟股票市场的基本补偿额+国家风险补偿额； 

经测算，加权资本成本为 12.13%，将税后折现率，即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换

算为息税前口径折现率 R 为 12.40% 

2）各年减值测试采用主要参数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Outfit7 2019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与以前年度减值测试所选主要参数、指标对

比如下： 

项  目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 预测期利润率 折现率 

2018 年度 2019-2023 年收入增长率 2%-10% 
2019-2023 年营业利润率

66%-72% 
13.10% 

2019 年度 2020-2024年收入增长率2.91%-5.42% 
2020-2024 年营业利润率

62.72%-63.82% 
12.40% 

由于 2019 年 Outfit7 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因

此 2019 年 Outfit7 管理层对未来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营业利润率的预测较 2018 年

的均较为谨慎。2019 年末对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期利润率、折现率等

关键参数预测变动与 Outfit7 的实际经营情况变化较为一致。 

（2）杭州哲信 

1）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及选取过程 

杭州哲信历年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45,011.30 61,788.27 88,388.71  47,663.45  

收入增长率  37.27% 43.05% -46.08% 

营业成本 17,986.33 25,314.94 34,603.01  24,929.18  

毛利率 60.04% 59.03% 60.85% 47.70% 

营业利润（剔除投资收益后） 21,480.20 25,199.10 35,379.15  -30,705.03  



 

 

项  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利润率（剔除投资收益后） 47.72% 40.78% 40.03% -64.42% 

由上表可知，杭州哲信 2016-2019 年营业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1.71%，

由于行业和业务的变化，2019 年杭州哲信的营业收入、毛利率及营业利润较 2018

年下降较大。2019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 46.08%、毛利率较上年下降 13.15 个

百分点。 

① 收入增长率的确定依据： 

根据国资委公布 2019 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2019 年软件与信息服务行业财

务指标值如下表所示： 

行业 项目 优秀值 良好值 平均值 较低值 

软件与信息服务行业 营业收入增长率 19.40% 12.60% 7.80% 5.40% 

受国内游戏版号审批趋严以及工信部对国内电信运营商增值业务的整治等

影响，2019 年杭州哲信的业务数据持续下滑，收入下降幅度较大，部分业务不

再继续经营。因此杭州哲信管理层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经营业务数据，故按照

2019 年国资委公布的软件与信息服务行业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中收入增长率的

平均值对未来收入进行预测。 

详细预测期及稳定期预测的收入增长率 

项  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稳定期 

收入增长率 7.80% 7.80% 7.80% 7.80% 7.80% 持平 

② 营业利润率的确定依据： 

根据国资委公布的企业绩效标准值，2019 年软件与信息服务行业的营业利

润率如下表所示 

行业 项目 良好值 平均值 较低值 

软件与信息服务行业  营业利润率 15.60% 7.70% 3.40% 

如上所述，受行业政策影响，杭州哲信的业务结构变化较大，公司管理层无

法准确预测未来的经营业务数据。因此杭州哲信管理层结合国资委公布软件与信

息服务行业营业利润率指标及历史数据对未来的营业利润率进行预测。 

项  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稳定期 

营业利润率 6.55% 8.97% 7.27% 7.25% 7.33% 持平 

杭州哲信详细预测期的营业利润率介于 6.55%和 8.97%之间，较行业平均值

变动较小。 



 

 

③ 折现率选取的依据： 

Ke=Rf1+Beta×MRP+Rc 

其中：Ke 为权益资本成本； 

Rf1 为目前的无风险利率； 

Beta 为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MRP 为市场风险溢价； 

Rc 为企业的特定的风险调整系数。 

项  目 计算公式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永续年 

Ke Rf1+Beta×MRP+Rc 14.34% 14.34% 14.33% 14.33% 14.33% 持平 

债务资本成本，债务资本成本按基准日 5年期以上银行贷款利率 4.80%确定。 

加权资本成本计算公式： 

WACC=Ke×E/（D+E）+Kd×D/（D+E）×（1－t） 

其中：E 为权益的市场价值； 

D 为债务的市场价值； 

Ke 为权益资本成本； 

Kd 为债务资本成本； 

t 为被评估单位的所得税率； 

D/E：根据目标资本结构估计的被评估企业的债务与股权比率 

项  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永续年 

WACC 13.41% 13.41% 13.40% 13.40% 13.40% 持平 

经测算，将税后折现率换算为息税前口径折现率 R 如下： 

项  目 计算公式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永续年 

r  13.41% 13.41% 13.40% 13.40% 13.40% 

持平 t  20.78% 20.78% 22.28% 22.28% 22.28% 

R R=r/（1－t） 16.93% 16.93% 17.24% 17.24% 17.24% 

2） 各年减值测试采用主要参数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杭州哲信 2019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与以前年度减值测试所选取主要参数、指

标对比如下： 

项  目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 预测期利润率 折现率 

2016 年 2017 年-2021 年收入增长率 5%-21% 2017 年-2021 年营业利润 13.31% 



 

 

率 45%-48% 

2017 年 2018 年-2022 年收入增长率 10%-28% 
2018 年-2022 年营业利润

率 38%-42% 
14.39%-15.77% 

2018 年 2019 年-2023 收入增长率 5%-13% 
2019 年-2023 年营业利润

率 43%-45% 
13.72%-17.28% 

2019 年 2020 年-2024 年收入增长率 7.80% 
2020 年-2024 年营业利润

率 6.55%-8.97% 
16.93%-17.24% 

受国内游戏版号审批趋严以及工信部对国内电信运营商增值业务的整治等

影响，2019 年杭州哲信的业务数据持续下滑，收入下降幅度较大。故杭州哲信

管理层按照 2019 年国资委公布的软件与信息服务行业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中的

平均水平来对未来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营业利润率进行预测。 

因此，杭州哲信 2019 年度商誉减值所选取的参数（如预期营业收入增长率、

预测期利润率、折现率）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所选取的参数相比变动较大。 

（3）每日给力 

1）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及选取过程 

每日给力历年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2,062.48   3,145.12   6,548.34   9,473.17  

收入增长率  52.49% 108.21% 44.67% 

营业成本 6.72 8.50 580.09  4,584.42  

毛利率 99.67% 99.73% 91.14% 51.61% 

营业利润  470.71   2,289.81   4,664.10   3,421.55  

营业利润率 22.82% 72.81% 71.23% 36.12% 

由上表可知，2019 年每日给力的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为 44.67%，收入增长较

快，但其毛利率和营业利润率呈下降趋势，2019年分别下降至51.61%和36.12%。

2019 年每日给力营业收入、毛利率、营业利润率等主要指标的变动较大主要系

受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每日给力收入结构和主要游戏产品收益变现方式发生了

较大变化。 

① 收入增长率的确定依据： 

根据国资委公布 2019 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2019 年信息技术服务业财务指

标值如下表所示： 



 

 

行业 项目 优秀值 良好值 平均值 

信息技术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长率 14.90% 6.80% 1.90% 

每日给力管理层结合历年收入增长率及国资委公布的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

增长率指标对公司的未来期间的营业收入进行预测。 

详细预测期及稳定期预测的收入增长率 

项  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稳定期 

收 入 增 长

率 
23.50% 16.00% 12.00% 6.00% 1.90% 持平 

② 营业利润率的确定依据： 

2019 年每日给力的营业利润率下降至 36.12%，管理层根据未来的经营规划

并考虑运营的稳定状态对每日给力未来的营业利润率进行预测，具体如下： 

项  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稳定期 

营业利润率 33.93% 34.34% 34.55% 34.51% 34.24% 持平 

每日给力详细预测期的营业利润率基本保持在 34%左右，与其 2019 年的营

业利润率基本一致，较为合理。 

③ 折现率选取的依据： 

Ke=Rf1+Beta×MRP+Rc 

其中：Ke 为权益资本成本； 

Rf1 为目前的无风险利率； 

Beta 为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MRP 为市场风险溢价； 

Rc 为企业的特定的风险调整系数。 

经测算，权益资本成本如下： 

项  

目 
计算公式 

2020 年

度 

2021 年

度 

2022 年

度 

2023 年

度 

2024 年

度 

永续

年 

Ke 
Rf1+Beta×MRP+

Rc 
15.81% 15.80% 15.77% 15.77% 15.77% 持平 

债务资本成本，债务资本成本按基准日中长期银行贷款利率 4.90%确定。 

加权平均资产成本公式： 

WACC=Ke×E/（D+E）+Kd×D/（D+E）×（1－t） 

其中：E 为权益的市场价值； 



 

 

D 为债务的市场价值； 

Ke 为权益资本成本； 

Kd 为债务资本成本； 

t 为被评估单位的所得税率； 

D/E：根据目标资本结构估计的被评估企业的债务与股权比率。 

项  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永续年 

WACC 15.46% 15.44% 15.40% 15.40% 15.40% 持平 

经测算，将税后折现率换算为息税前口径折现率 R 如下： 

项  目 计算公式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永续年 

r  15.46% 15.44% 15.40% 15.40% 15.40% 

持平 t  6.79% 6.79% 12.48% 24.60% 24.60% 

R R=r/（1－t） 16.59% 17.64% 20.42% 20.42% 20.42% 

2） 各年减值测试采用主要参数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每日给力 2019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与以前年度减值测试所选取主要参数、指

标对比如下： 

项  目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 预测期利润率 折现率 

2017 年 2018 年-2022 年收入增长率 16%-64% 
2018-2022 年营业利润率

为 46%-63% 
14.06% 

2018 年 2019 年-2023 收入增长率 12%-13% 
2019-2023 年营业利润率

70% 
15.65%-18.80% 

2019 年 
2020 年-2024 年收入增长率

1.90-23.50% 

2020-2024 年营业利润率

33.93%-34.55% 
16.59%-20.42% 

因外部行业环境变化，2019 年每日给力对其主要游戏应用产品的收益变现

方式进行的调整，管理层根据当期发展情况对未来年度收入、净利润等预测数据

进行调整。故每日给力 2019 年商誉减值测试所选取的主要参数（预测期营业收

入增长率、营业利润率）与以前年度减值测试时所选取的参数有一定差异，但该

差异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较为合理。 

综上，Outfit7、杭州哲信、每日给力前期减值准备计提充分，不存在利用商

誉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年报问询函第5条）2019年度，你公司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28,119万元，

主要涉及IP版权、专利权、APP及支持系统，计提IP版权减值准备金额为23,981

万元，其中包含2019年度采购的IP版权。 



 

 

（1）请详细列示前述涉及减值的“IP版权”的具体情况，包括取得时点、

具体内容、实际用途、取得方式及成本、所采用的摊销方式及期限。 

（2）请说明采购IP版权的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款项支付方式，与公司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 

（3）请说明公司判断相关无形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详细理由，确定其可回

收金额的方式和过程。 

（4）请说明公司划分“IP版权”和“IP注册权”的依据，对IP版权、APP

及支持系统、专利权部分计提减值的判断标准及合理性。 

回复： 

（一）涉及减值的“IP版权”的具体情况 

前述涉及减值的“IP版权”全部系公司外购的IP版权，主要模式为采购外部

IP版权后，通过运营孵化及营销推广对外授权合作。采购的IP类型主要为小说、

剧本文字类作品；电视剧类作品、电影类作品、动画动漫美术类作品。公司外购

IP版权主要为转售或自用。上下游合作方主要为影视公司、游戏公司、视频类网

站、文学类网站、出版社等。 

公司外购IP版权通过与版权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约定每项IP版权的采购

价格、授权类型和授权期限等信息，办理完版权接收材料后，公司按照每项IP

版权采购成本记入无形资产，并采用直线法摊销，摊销期限为合同约定的授权期。

若IP版权对外转售，将对外转授期间对应摊销金额一次性结转记入主营业务成本，

在对外授权期间该IP版权将停止摊销，待对外授权期结束后，恢复正常摊销。 

IP 内容 采购原值（万元） 取得时点 具体内容 实际用途 

小说、剧本文字类作品 32,581.30 2015 年至 2019 年 影视、游戏、

动漫、文字

改编权；信

息网络传播

权、衍生品

开发权等权

利 

转售或自用 

电视剧类作品 4,707.55 2016 年至 2018 年 转售 

动画动漫美术类作品 3,459.62 2015 年至 2019 年 转售或自用 

电影类作品 2,437.74 2016 年至 2019 年 转售 

其他作品 1,519.19 2017 年至 2019 年 转售或自用 

总计 44,705.40 - - - 

（二）采购IP版权的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款项支付方式，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 



 

 

公司采购IP版权的交易对手主要为影视公司、游戏公司、视频类网站、文学

类网站、出版社等。 

公司IP版权采购款项支付方式全部为银行转账进行支付。 

根据历年（2015年-2019年）采购情况，主要交易对手方采购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历年累计采购金额

（万元） 
占比 

1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367.92 16.48% 

2 霍尔果斯梵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732.08 8.35% 

3 新疆安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613.21 8.08% 

4 星座魔山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3,207.55 7.17% 

5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639.15 5.90% 

合计 20,559.91 45.98% 

经查询版权供应商的工商资料，公司与版权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支付

的款项全部为版权业务款，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三）公司判断相关无形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详细理由，确定其可回收金

额的方式和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

有迹象表明发生减值的，按照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相应的减值准

备；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

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存在减值迹象的无形资产有IP版权、专利权、APP及支持系统。 

1.IP版权 

公司前期基于业务规划，储备外购持有了大量IP版权。该项业务的客户主要

为影视、游戏行业类公司。2019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影视、游戏行业监管政策日

益趋严，对公司客户群体造成影响较大。由于内容监管的加强以及整体竞争的加

剧，非精品化IP的整体变现能力下降，全产业链资金链承压，行业经营环境发生

重大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公司对Outfit7的并购完成，公司发展战略更加明晰，强调聚

焦以“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为核心的全栖IP生态运营发展，加强线上推进移

动应用、动漫影视，线下布局IP衍生品、主题乐园等连锁业态。因此，非“会说



 

 

话的汤姆猫家族”IP相关业务逐渐边缘化。公司外购版权运营业务经过2016年至

2019年的开展，始终没有建立核心的版权聚合能力以及版权的自我孵化能力。因

此该业务处于战略收缩状态。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对IP版权未来的销售情况进行预测，认为其可变现净值

远低于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因此公司对该部分IP版权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专利权 

涉及减值的专利权为公司收购杭州哲信时评估增值的无形资产，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评估增值

金额 

2019 年之前

摊销金额 

2019 年度

摊销金额 

2019 年末计

提减值 

2019 年末账面

价值 

评估增值无形资产 2,428.00 627.23 242.80 1,557.97 - 

目前，公司非“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相关业务逐渐边缘化，杭州哲信

移动互联网应用发行业务处于战略收缩状态。 

该等无形资产全部与杭州哲信原有移动互联网应用发行业务紧密相关，预期

不再产生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将账面价值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3.APP及支持系统 

对于公司自主研发的游戏、教育等APP，公司根据已上线的业务流水及未来

的销售情况的预测来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对可变现净值远低于无形资产的账面价

值的部分计提减值。 

（四）公司划分“IP版权”和“IP注册权”的依据，对IP版权、APP及支持

系统、专利权部分计提减值的判断标准及合理性。 

1.“IP版权”和“IP注册权”的划分依据 

IP版权指公司外购版权。IP注册权指公司向政府及相关部门申请注册知识产

权所发生的成本。出于保护公司知识产权的需要，法务部门会根据游戏的名称及

人物形象等在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相关部门申请相关的知识产权版权。向相关部门

支付的申请注册成本，公司按资本化方式计入无形资产。 

2.计提减值的判断标准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五条： 



 

 

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1）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

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2）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

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3）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

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4）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5）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6）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

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

于）预计金额等。 

（7）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公司对IP版权、APP及支持系统、专利权部分计提减值系从内部外环境变化

出发，结合业务发展现状、公司战略规划，最终对照上述标准进行判断，相对合

理。 

 

4.（年报问询函第6条）年报显示，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26,797万

元，本期计提减值准备5,969万元，减值准备期末余额6,985万元。请结合本期计

提减值涉及的14家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等，说明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减

值的测算过程、具体判断依据及计提充分性。 

回复：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主要领域为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游戏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由于游戏行业版号审批趋严，政策环境始终没有改善，中小游戏企业生存环

境恶化，部分被投公司的游戏产品无法及时发行，甚至出现经营上的困难。 

因此，公司在2019年第四季度对这些被投资单位进行详细的调研，并聘请具

有胜任能力的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对部分被投单位进行股权权益价值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被投资单位2019年业务财务数据以及对未来业务数据的预测

情况，对其进行减值测试，最终根据预测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账面价值计提减



 

 

值金额。 

本期计提减值涉及的14家公司减值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计提减值准备之前 

账面价值 

本期计提 

减值准备 

计提后 

账面价值 
计提比例 

上海合志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4,183.47 1,697.13 2,486.34 40.57% 

江苏玛岸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1,646.30 1,282.20 364.10 77.88% 

南京有机汇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153.20 733.87 419.32 63.64% 

杭州摘星社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057.83 257.83 800.00 24.37% 

深圳市艾闪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 
885.22 85.22 800.00 9.63% 

Almuathir Tech FZ 

LLC. 
586.17 586.17 - 100.00% 

合肥爱玩动漫有限公

司 
406.92 406.92 - 100.00% 

河南省华畅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255.35 255.35 - 100.00% 

金科哲信（苏州）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180.47 180.47 - 100.00% 

广州棉花糖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76.64 176.64 - 100.00% 

杭州班乐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 
120.00 60.00 60.00 50.00% 

浙江禾贝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100.26 100.26 - 100.00% 

金科云联（湖北）科技

有限公司 
97.25 97.25 - 100.00% 

河北甘棠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50.00 50.00 - 100.00% 

合  计 10,899.08 5,969.31 4,929.77 54.77% 



 

 

 

本期计提减值涉及的14家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经营业绩 

2019 年末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净利润 

上海合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5,035.71 12,864.70 245.61 11,876.27 

深圳市艾闪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 
3,107.90 3,327.18 

-1,101.1

1 
1,875.84 

杭州摘星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7,242.79 4,124.51 1,659.75 9,614.98 

南京有机汇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3,808.47 0.00 -422.52 979.05 

江苏玛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61.80 994.32 
-1,078.7

3 
1,056.09 

Almuathir Tech FZ LLC.   -87.00 0.00 

合肥爱玩动漫有限公司 50.02 15.82 -167.60 130.31 

河南省华畅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196.47 176.22 -143.12 54.85 

金科哲信（苏州）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32.87 18.31 -70.77 55.80 

广州棉花糖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88.51 88.08 -65.76 49.46 

浙江禾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6.79 17.75 -115.39 -14.29 

金科云联（湖北）科技有限

公司 
41.75  -23.71 42.45 

河北甘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52.06 241.39 -41.94 8.06 

杭州班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 - - - 

注：杭州班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财务数据无法取得。 

 

项目  测算过程 判断依据  

上海合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三方机构按市场法评估 
银信财报字（2020）沪

第 289 号 

深圳市艾闪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第三方机构按市场法评估 
银信财报字（2020）沪

第 287 号 

杭州摘星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预测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公

司账面投资余额之间的差异 

公司历年财务数据以及

对未来业务数据的预测

情况 



 

 

南京有机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预测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与公司账面投资余额之间的差

异 

公司历年财务数据以及

对未来业务数据的预测

情况 

杭州班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未来可收回金额和成本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的可收回金额 

江苏玛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方机构按市场法评估 
银信财报字（2020）沪

第 288 号 

Almuathir Tech FZ LLC. 

预测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公

司账面投资余额之间的差异 

公司历年财务数据以及

对未来业务数据的预测

情况 

合肥爱玩动漫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金科哲信（苏州）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棉花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禾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金科云联（湖北）科技有限公

司 

河北甘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综上所述，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测算过程合理，判断依据及计提充分。 

 

5.（年报问询函第7条）年报显示，公司以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账面价值24,049万元，其中采用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账面价值15,661万元。请你公司详细披露以公允价值计量所采用的估值技术

和重要参数相关的定量和定性信息，说明公司划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第一层

次或第三层次对应的投资标的，划分依据及划分标准的合理性。 

回复： 

（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公司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

技术确定相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公司将估值技术使用的输入值分

以下层级，并依次使用： 

1.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

经调整的报价； 

2.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

察的输入值，包括：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

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除报价以外的其他可观察输入值，如在正常报价间隔期间

可观察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线等；市场验证的输入值等； 



 

 

3.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包括不能直接观察

或无法由可观察市场数据验证的利率、股票波动率、企业合并中承担的弃置义务

的未来现金流量、使用自身数据作出的财务预测等。 

（二）公司的划分情况说明 

公司对持续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为上市公司权益投资，公司所持有的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股票，在活跃市场上有公开的报价，公允价值可以

按照股价计算，因此放在第一层次计量 

公司持续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1）其中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权益工具投资为每日给力公司原股东对公司

的赔偿金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赔偿约定计算确定。（2）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公司主要以外部股权价值评估数据、现金流量折现估值模型、近期第三

方的交易价格等确定，此外还会根据被投资单位的实际经营情况进行修正；对于

无法采用上述方法确定权益投资项目以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基础法确

定的公允价值。 

公司划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第一层次或第三层次对应的投资标的，划分依

据及划分标准的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6.（年报问询函第10条）现金流量表附注显示，你公司2019年度支付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合计42,222万元，其中市场推广费13,473万元、同比增加

38.9%，代垫款项4,982万元、为报告期内新增项目，对外捐赠支出1,251万元、

同比增加2,195%。 

（1）请说明支付市场推广费的前五大对象的名称、对应的交易金额、主要

服务内容或形式，核查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方，并提供入账凭证；说明在公司

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市场推广费大幅上涨的合理性。 

（2）请说明代垫款、捐赠支出前五名支付对象的名称及金额、形成时间、

背景、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代垫款项中是否存在应收未收往来款，并结合上

述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市场推广费的前五大对象的名称、对应的交易金额、主要服务内容 

1.市场推广费前五大交易对象及金额 

单位名称 交易金额（万元） 主要服务内容 
是否为关

联方 

IronSource UK Limited 3,099.89 

进行游戏应用的推

广，用于获取新的用

户 

否 

Mobvista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imited 
1,528.12 否 

Google Ireland LTD 1,438.81 否 

AppLovin Corp 1,135.84 否 

Unity Technologies  1,093.76 否 

小计 8,296.42 - - 

2.市场推广费大幅上涨的合理性 

2019 年度 Outfit7 的市场推广费发生额为 12,107.18 万元，占公司整体市场

推广费用的比重为 89.86%，因此公司市场推广费的大幅上涨主要为 Outfit7 推广

费上涨所致。 

Outfit7 2019 年用于游戏应用的市场推广费用较 2018 年上涨 27.65%,主要用

于 2018 年 11 月发布的My Talking Tom2 和 2019 年 6 月发布的 Talking Tom Hero 

Dash 等游戏应用的推广。Outfit7 最近两年主要游戏应用推广费的分布情况如下： 

游戏应用名称 2019 年度（万元） 2018 年度（万元） 
游戏应用发布和更

新时间 

My Talking Tom 2 5,000.07 2,150.59 2018 年 11 月发布 

Talking Tom Gold Run 2,776.12 2,483.64 
2018 年更新 

2019 年更新 

Talking Tom Hero Dash 2,233.13 - 2019 年 6 月发布 

Talking Tom Pool - 1,206.00 2017 年 11 月发布 

Talking Tom Jetski 2 - 630.68 2018 年 5 月发布 

Talking Tom Candy Run - 366.86 2018 年 8 月发布 

Talking Tom Camp - 292.37 2018 年 3 月发布 

小计 10,009.31 7,130.16  

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本期化工业务剥离导致纳入合并范围的化工业务

收入减少以及游戏发行、IP 版权业务收入的下降所致。剔除上述因素影响，公

司本期广告业务收入为 123,843.19 万元，较上年增长 18.67%。公司的市场推广

费主要是通过广告中间商（如 IronSource 、Google）来推广游戏应用以增加游



 

 

戏应用中活跃用户的数量，而活跃用户数量的增长将增加游戏应用中广告展现次

数进而提升广告业务收入。Outfit7 近两年广告收入与推广费用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  目 2019 年度 （万元） 2018 年度（万元） 增长率 

Outfit7 广告收入  94,541.19   74,147.73  27.50% 

Outfit7 市场推广费  12,107.18   9,484.50  27.65% 

由上表可知，Outfit7 市场推广费的增长与广告收入的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一

致，较为合理。 

（二）代垫款明细 

支付对象名称 金额（万元） 形成时间 背景 是否为关联方 

江西纵趣 2,608.01 2019 年度 委托推广业务 否 

江苏蜂云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江苏蜂云公

司） 

1,301.28 2019 年度 信用购机业务 否 

江苏欧飞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江苏欧飞公

司） 

106.22 2019 年度 信用购机业务 否 

信用购机业务-各用户 966.93 2019 年度 信用购机业务 否 

小计 4,982.44 - - - 

代垫款项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杭州哲信与江西纵趣的委托推广业务代垫款 

2019 年 2 月，杭州哲信承接由智佳无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智佳无限

公司）代理的“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 APP 推广业务。承接上述业务后杭

州哲信将该业务转包给江西纵趣执行，杭州哲信作为中间商实际不提供任何服务。

后由于推广数据的分歧，上游广告主核减了智佳无限公司的推广结算款，因此智

佳无限公司也一直未向杭州哲信支付推广结算款，但杭州哲信已将部分推广结算

款支付给了江西纵趣。为避免损失，杭州哲信与上下游协商，由江西纵趣退还杭

州哲信前期垫付的推广结算款，智佳无限公司直接与江西纵趣进行对接。故期末

杭州哲信将该垫付的后续需收回的推广结算款记入其他应收款-代垫款科目列示，

实际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2.杭州哲信与江苏蜂云公司及各用户之间的信用购机代垫款 



 

 

2018 年 10 月，杭州哲信开展信用分期购机业务，该业务的参与者主要有资

金方、用户、移动商户、平台服务商等，杭州哲信为其中的平台服务商之一。该

业务的主要运作流程如下： 

（1）用户在移动商户实体店中办理分期套餐购买手机业务，资金方先行将

用户购买手机需要的资金支付给平台服务商，平台服务商将收到的资金方款项再

支付给移动商户，移动商户收到购机款后再向用户交付手机； 

（2）用户得到手机后需要分期归还购机款，用户分期将购机款支付给平台

服务商，平台服务商亦分期将收到的用户还款支付给资金方。平台服务商和资金

方在整个业务流程中主要是赚取差价收益； 

（3）杭州哲信和江苏蜂云公司均为平台服务商，平台服务商之间也会相互

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进行合作，为对方提供资金或者用户。 

在信用购机业务开展前期，杭州哲信尚未找到外部资金方提供资金支持，但

本着业务的有序开展，业务开展前期杭州哲信充当资金方的角色为用户垫付资金

用于支付移动商户购买手机，再由用户分期归还杭州哲信。2019 年 1 月和 5 月

杭州哲信找到外部资金方后便不再为用户垫付资金，前期垫付的资金目前也在分

期有序回收。 

期末杭州哲信为江苏蜂云公司垫付的款项为其早期作为资金方与平台服务

商江苏蜂云公司合作期间向江苏蜂云公司的用户提供的购机资金，期末余额为最

终用户尚在分期付款中的购机款。 

期末杭州哲信为用户垫付的款项为其早期作为资金方直接向购机用户提供

的资金，期末余额为用户尚在分期付款中的购机款。 

3.杭州哲信与江苏欧飞公司信用购机业务代垫款 

杭州哲信在河北地区开展信用购机业务的时，当地移动运营商要求开展信用

购机业务的平台服务商在原有的分期业务基础之上新增代扣代缴话费服务。因此

杭州哲信先将需要代缴的话费先支付至江苏欧飞公司（从事话费充值业务的服务

商），再由江苏欧飞公司向最终用户完成充值服务。江苏蜂云公司分期从用户处

扣取代缴的话费款并与杭州哲信结算。杭州哲信期末代垫款项系尚未收回的代缴

的话费。 

（三）前五名捐赠支付对象、金额、时间及背景 

 



 

 

支付对象名称 金额（万元） 时间 背景 
是否为

关联方 

浙江湖畔大学

创业研究基金

会 

1,000.00 2019/2/18 
支持公益及浙江湖畔大学的发展

进行捐赠。 
否 

Mulgrave 

School 

Foundation 

133.22 2019/12/18 

Outfit7 与加拿大 Mulgrave 学校友

好磋商沟通后向其捐赠，成立《会

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基金，该基金

旨在实现“激发卓越的教育和生

活”的使命。 

否 

杭州湾上虞工

业园区和谐基

金 

60.00 

2019/1/10

和 

2019/6/7 

响应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的倡议进行捐赠，主要用于

开发区的公益慈善事业，彰显企业

服务民生和谐的责任担当。 

否 

常山县财政局

非税收入结算

户 

50.00 
2019/4/9 和 

2019/7/17 

响应绍兴市委市政府号召，上市公

司对扶贫对象常山县芳村镇洁湖

村捐赠。 

否 

杭州市江干区

慈善总会 
2.00 2019/1/25 

响应江干区四季青街道第 19 次

“春风行动”进行捐赠 
否 

小计 1,245.22 - - - 

综上，公司认为，公司市场推广费的增长与公司广告收入的增长趋势和幅度

基本一致；公司代垫款项中不存在应收未收往来款，且市场推广费、代垫款及捐

赠支出中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7.（年报问询函第11条）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财务费用20,015万元、同比

增加42.7%，请结合公司借款及资金拆借等情况，详细说明财务费用——利息支

出增长的原因。 

回复： 

公司本期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均为银行借款的利息支出，较上年增长的原

因主要系公司在2018年5月收购联合好运公司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带入的并购贷

款产生的利息支出。这部分利息支出2018年公司只体现了合并日至2018年末，即

2018年5月-12月的部分，2019年合并全年，因此2019年的利息支出较2018年有大

幅上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长率 



 

 

公司合并利息支出 22,532.77 17,517.10   27.50% 

联合好运单体利息支出 14,193.58   16,305.79   -12.95%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 5-12 月 增长率 

联合好运纳入合并利息支出 14,193.58 10,360.22 37.00%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本期利息支出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收购联合好运带

入的并购贷款导致，利息支出上升较为合理。 

 

8.（年报问询函第12条）报告期末，你公司银行存款余额98,715万元、较期

初减少57.4%，其中存放在境外的款项70,681万元、使用受限的款项35,492万元。 

（1）请说明境外款项的存放地点、类型、用途，并结合公司的业务模式及

经营情况，以及境内资金周转状况，说明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在境外的原因及

合理性，及境外资金的安全性。 

（2）使用受限的银行存款中，35,331万元存放在仅用于支付Outfit7原股东

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专管账户中。请说明专管账户的性质、开户人、金额、资金

划转的协议条款，是否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并请报备相关协议。 

（3）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68,728万元，请说明

期后货币资金增长的主要原因。 

请会计师说明对货币资金的审计核查手段，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一）境外款项的存放地点、类型、用途，以及大额货币资金存放在境外

的原因、合理性、安全性 

1. 公司境外款项明细情况表 

单位：万元 

存放地点 金额 科目 用途/原因 合理性 安全性 

中国香港 35,331.40 银行存款 支付股权转让款 合理 较高 

瑞士 160.45 银行存款 信用卡保证金 合理 较高 

瑞士 21,964.38 银行存款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合理 较高 



 

 

中国香港 5,686.84 银行存款 及归还联合好运公

司的境外并购贷款 
合理 较高 

塞浦路斯 
5,697.78 银行存款 合理 较高 

8.76 其他货币资金 合理 较高 

斯洛文尼亚 1,738.14 银行存款 合理 较高 

新加披 72.62 银行存款 合理 较高 

美国 8.78 银行存款 合理 较高 

西班牙 4.09 银行存款 合理 较高 

英国 7.41 其他货币资金 合理 较低 

小计 70,680.65 - - - - 

公司存放在境外的货币资金情况具体如下： 

（1）联合好运公司存放于摩根银行香港分行专管账户的 5,064.56 万美元（折

合人民币 35,331.40 万元），该款项为联合好运公司收购 Outfit7 时尚未支付的剩

余股权转让款。该款项使用受限，将在 Outfit7 的子公司 E2_SLO 公司完成斯洛

文尼亚税务检查后支付，因此该款项存放境外的原因合理，由于存放在摩根银行，

其安全性也相对较高。 

（2）Outfit7 存放于瑞士银行（UBS AG）的 23.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160.45

万元）为 Outfit7 为员工在瑞士银行开立的信用卡的保证金，该款项使用受限。

因此该款项存放境外原因合理，由于存放在瑞士银行，其安全性也相对较高。 

（3）公司境外子公司存放在境外各个银行的银行存款为 35,172.63 万元，其

中 Outfit7 为 29,661.78 万元，联合好运公司 3,526.00 万元。 

Outfit7 是一家注册在英国，纳税地在塞浦路斯的跨国公司，其业务规模较

大，存放在银行的资金主要用于其自身正常业务经营以及向股东分红。联合好运

公司是一家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其在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尚有

35,133.52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245,098.49 万元）贷款未归还，存放在银行的资

金主要用于支付该贷款的本金及利息。此外，联合好运公司为 Outfit7 的大股东，

因此 Outfit7 的分红款也主要用于联合好运公司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 

因此 Outfit7 和联合好运公司在境外存有较大的资金合理，由于上述资金均

存放在正规银行，其安全性也相对较高。 

（4）Outfit7 存放在 PayPal的货币资金为 8.76 万元。PayPal（纳斯达克股票

代码：PYPL）于 1998 年 12 月由 Peter Thiel及 Max Levchin 建立，是一家总部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荷塞市的在线支付服务商。为了便于部分业务的转账支

付，Outfit7 开立该账户，期末结存金额较小，较为合理。 

（5）Outfit7 存放在 Transfer Wise Ltd 的货币资金为 7.41 万元。Transfer Wise 

Ltd 是一家提供国际汇款转账服务的 P2P 平台，成立于 2011 年。由于其转账业

务的费率要比传统银行较低，因此 Outfit7 开立该账户，期末结存金额较小，较

为合理。 

2. 公司境内外资金周转情况 

2019 年末公司境内贷款本金及利息为 100,803.85 万元，境内未受限货币资

金为 35,188.79 万元，境外贷款本金及利息 245,098.49 万元，境外未受限货币资

金 28,350.69 万元。公司境外货币资金均为境外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公司并未将

境内资金转移至境外。此外，联合好运公司有 5,135.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35,822.79 万元）贷款本金于 2020 年 4 月到期。因此相对于境内，境外存有大额

货币资金较为合理。 

（二）股权转让款的专管账户的性质、开户人、金额、资金划转的协议条

款 

开户人 开户行 金额 性质 用途 

联合好运公司 摩根银行香港分行 USD50,645,620.49   专管账户 支付股权转让款 

2016 年 12 月 28 日，联合好运公司与 Samo Login、Iza Login 以及摩根银行

香港分行（摩根银行）签署了监管协议。监管协议约定摩根银行为该专管账户的

监管机构，联合好运公司需要向该监管账户存入 1 亿美元，摩根银行需将该账户

冻结，并且只有取得联合好运公司、Samo Login 及 Iza Login 三方签署同意的放

款通知后才能支付该监管账户的款项。如果中途没有索赔事项发生，摩根银行需

要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支付 5,000.00 万美元及相关利息，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

支付剩余 5,000.00 万美元及相关利息。 

由于目前 E2_SLO 公司正在接受斯洛文尼亚的税务检查，原本应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将于 E2_SLO 公司完成税务检查后支付。 

因此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 

（三）2020年第一季度末货币资金增长的主要原因 



 

 

2020 年一季度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68,728.00 万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69,696.20 万元，主要原因为 2020 年一季度公司电解铜贸易业务回款净增加

43,269.00 万元及期间经营收到现金。 

 

9.（年报问询函第13条）年报显示，你公司期末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合计9,933万元，针对单个客户的计提比例从10.5%至100%不等，合计计提坏

账准备7,704万元。请结合相关应收款项的交易背景、账龄、计提原因等，详细

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合理性，涉及的交易对方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回复： 

（一）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准备的原因及具体内容 

2019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广告业务中的信息流代理业务、单机游戏业务以及

IP 版权业务持续下滑。 

广告业务中的信息流代理业务，上游客户主要来自于游戏发行公司。受限于

游戏版号政策，行业内新游戏上线数量明显减少，游戏产品发行周期被动延长。

在如此背景下，游戏发行商买量回收速度持续下行，引发行业整体出现不良的链

式拖账现象，从而导致公司该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期延长，部分应收账款出现逾

期、无力偿还和无法继续履约等情况。 

在IP版权业务方面，由于内容监管的加强以及整体竞争的加剧，非精品化IP 

的整体变现能力下降，全产业链资金链承压，从而导致2019年下半年以来应收账

款账期延长和坏账率的提升。 

由于本期公司对部分广告业务中的信息流代理业务、单机游戏业务（指非汤

姆猫 IP 的单机游戏业务，下同）以及 IP 版权业务客户的收款超过信用期，公

司加强了应收账款的监督、管理及催收工作，并对广告业务中的信息流代理业务、

单机游戏业务以及 IP 版权业务相关的客户及项目进行跟踪分析，公司发现部分

客户信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部分应收账款已逾期，客户出现无力偿还和无法继

续履约等情况。 

结合上述业务所处市场状况及业务主要客户信用变化情况，2019年末，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对上述业务部分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明细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  

计提比例

（%）  
交易背景  账龄  计提原因  

广州小朋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35,394,998.

76 

31,855,498.

89 
90.00 

广告代充

值业务 
1 年以内 

该款项已提起诉

讼，对方公司可追

偿资产较少，预计

可回收性较低 

北京美誉信科

技有限公司 

16,045,530.

12 

1,683,545.5

1 
10.49 

信息费业

务 
1 年以内 

根据期后收款及预

计损失情况，公司

拟提起诉讼进行追

偿 

My Toys, d.o.o. 
8,205,193.9

6 

8,205,193.9

6 
100.00 版权业务 2-3 年 

账龄较长，预计无

法收回。公司 2019

年度对其撤销 IP 授

权。 

NOURCHEM 

ABD EL AZIA 

TALAAT 

6,266,374.4

5 

6,266,374.4

5 
100.00 化工业务 3 年以上 

原化工业务应收账

款，账龄较长，预

期无法收回 

新疆精典博维

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5,040,000.0

0 

5,040,000.0

0 
100.00 版权业务 1-2 年 

预计款项可回收性

较低，公司拟提起

诉讼进行追偿 

广州舜飞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4,158,747.0

0 

1,338,800.0

0 
32.19 

广告代充

值业务 
1-2 年 

根据期后收款及预

计损失情况，公司

拟提起诉讼进行追

偿 

南京非同凡响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2,392,746.3

0 
478,549.26 20.00 

信息费业

务 
1 年以内 

根据期后收款及预

计损失情况，公司

拟提起诉讼进行追

偿 

长沙中智资讯

服务有限公司 

2,133,735.4

5 

2,133,735.4

5 
100.00 

信息费业

务 
3 年以上 

预计款项可回收性

较低，公司拟提起

诉讼进行追偿 

武汉清风得意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2,191,856.9

0 

2,191,856.9

0 
100.00 

广告代充

值业务 

一年以内

691856.90

元，1-2 年

1500000 元 

该款项已提起诉

讼，对方公司可追

偿资产较少，预计

可回收性较低 

南京戈比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1,936,989.7

0 

1,857,824.8

4 
95.91 

信息费业

务 

1 年以内

79164.86

元，1-2 年

371612.40

元，2-3 年

1486212.44

元 

预计款项可回收性

较低，公司拟提起

诉讼进行追偿 

深圳市莫问网

络科技有限公

司 

1,331,625.4

9 
189,695.70 14.25 

信息费业

务 

1 年以内

1208501.85

元，2-3 年

根据期后收款及预

计损失情况，公司

拟提起诉讼进行追



 

 

123123.64

元 

偿 

北京软谷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0.0

0 

1,000,000.0

0 
100.00 

信息费业

务 
2-3 年 

预计款项可回收性

较低，公司拟提起

诉讼进行追偿 

其他零星客户 
13,227,369.

48 

9,798,584.1

3 
74.08 

广告代充

值、版权、

信息费等

业务 

1 年以内、

1-2 年、2-3

年、3 年以

上均有 

根据期后收款及预

计损失情况，公司

拟提起诉讼进行追

偿 

小  计 
99,325,167.

61 

72,039,659.

09 
72.53 - - - 

（二）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公司严格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第八章金融工具的

减值”等相关会计政策的要求，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并基于谨慎性原则，于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相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

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计量其损失准备、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及其变动：①如果该金

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企业应当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

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②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

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企业应当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月内预

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第四十条规定，当对金融资产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

或多项事件发生时，该金融资产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已发

生信用减值的证据包括下列可观察信息：①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

②债务人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或本金违约或逾期等；③债权人出于与债务人财

务困难有关的经济或合同考虑，给予债务人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会做出的让步；

④债务人很可能破产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⑤发行方或债务人财务困难导致该金

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⑥以大幅折扣购买或源生一项金融资产，该折扣反映了

发生信用损失的事实。 

2019年末，公司根据现有可获取的信息及相关合同实施情况，单项评估测算

广告业务中的信息流代理业务、单机游戏业务以及IP版权业务相报告期末信用风

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的应收款项，并综合考虑了所属业务板块的业务合作

价值、债务追偿及重组难度和成本、公司未来对上述各方之诉讼情况、相关担保

执行难度以及后续可能发生的其他债务解决方案等情况。上述单项计提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的客户已出现可观察的多项信用减值的信息，且公司未能在2019年第四

季度收回款项，客户违反合同，逾期未偿付到期应收款项。基于此类客户经营现



 

 

状，应收款项回收难度大，因上述事项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计

提坏账准备，具备合理性。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要求对存在信用风险的应收款

项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充分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涉及的交易对方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经查询客户公开信息并对照关联方认定标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10.（年报问询函第14条）其他应收款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暂付江西

纵趣推广费余额2,608万元，应收信用购机款余额2,543万元，均为本期新增项目。 

（1）请说明暂付推广费、信用购机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方名称、发

生时间、发生金额、交易内容、截至回函日的结算进展，交易对方是否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任何形式的业

务和资金往来。 

（2）核实推广费、信用购机款的资金流水去向，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具有真

实业务实质，相关款项是否存在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3）结合行业惯例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对同类业务的会计处理，说明公司将

推广费列入其他应收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期末暂付推广费、信用购机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方名称、发

生时间、发生金额、交易内容、截至回函日的结算进展，交易对方是否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任何形式的业

务和资金往来 

1.暂付推广费、信用购机款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名称 交易内容 发生时间 期末金额 
截至 2020 年 5 月 7

日结算金额 

江西纵趣 垫付推广 2019 年 2-9 月 2,608.01 0 



 

 

费 

江苏蜂云公司 
代垫信用

购机款 

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12 月 
1,304.38 376.50  

信用购机业务-各用

户 

代垫信用

购机款 

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12 月 
1,132.62 206.83 

江苏欧飞公司 
代垫信用

购机款 
2019 年 3-9 月 106.22 0 

（续上表） 

交易对方名称 主要股东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是否存在任何

形式的业务和

资金往来 

江西纵趣 
钱刚：99% 

疏小乔：1% 
否 否 

江苏蜂云公司 

江苏华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19.41% 

陈献：17.65% 

南京蜂盈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2.32% 

南京同兴赢典壹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3.97% 

南京蜂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3.84% 

常州未彬辰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3.55% 

否 否 

信用购机业务-各

用户 
不适用 否 否 

江苏欧飞公司 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 否 否 

2.暂付推广费、信用购机款的具体说明详见本回复 6.（二）之说明。 

经核查，公司支付的暂付推广费、信用购机款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业务和资金往来。 

（二）推广费、信用购机款的资金流水去向，相关交易是否具有真实业务

实质，相关款项是否存在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单位：万元 

交易对象 期末余额 款项去向 
是否具有真实

业务实质 

是否存在关联方

占用情况 

江西纵趣 2,608.01 支付下游推广商 是 否 

江苏蜂云公司 1,304.38 支付移动商户 是 否 

信用购机业务-各用 1,132.62 支付移动商户 是 否 



 

 

户 

江苏欧飞公司 106.22 支付移动运营商 是 否 

杭州哲信支付给江西纵趣的代垫推广款，由江西纵趣公司开展 APP 推广业

务支付给其下游推广商，具有真实的业务实质，不存在关联方占用情形；杭州哲

信支付给江苏蜂云公司、江苏欧飞公司和信用购机业务-各用户的代垫信用购机

款项系根据业务开展情况需要支付的款项，相关款项支付合理，具有真实的业务

实质，不存在关联方占用情形。 

（三）公司将推广费列入其他应收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如本回复 6.（二）之说明，最终经杭州哲信与上下游协商，由江西纵趣退还

杭州哲信前期垫付的推广结算款，故期末杭州哲信将该垫付的推广结算款记入

“其他应收款-代垫款”科目列示，相关会计处理方式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11.（年报问询函第15条）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1,203万元。请补

充披露预付款项前十名的对象名称、交易内容、合同约定付款时间、本期预付

金额、截止回函日的结算情况，并核查预付对象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是否存在资金占用

或财务资助的情形，请报备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预付款项前十名的对象名称、交易内容、合同约定付款时间、本期

预付金额、截止回函日的结算情况 

公司名称  交易内容  合同约定付款时间  
预付余额

（万元）  

截止回函日结算情

况  

芜湖炬想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游 戏 推 广

费 

合同签订后，甲方应先支付预付款，

乙方收到预付款后，履行合同义务。 
217.73  

已提供服务并取得

发票计入成本 

北京齐欣互动科

技有限公司 

游 戏 推 广

费 

广告上线前付费，甲方在数据投放前

向乙方支付推广费并到账。乙方收到

甲方的预付款后履行合同义务。 

 47.14  
已提供服务并取得

发票计入成本 

上海智趣广告有

限公司 

游 戏 推 广

费 

乙方根据《充值执行单》为甲方账户

充值的 5 个工作日前，甲方向乙方支
 42.59  

已提供服务并取得

发票计入成本 



 

 

付相应的价款。 

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 

技 术 服 务

费 

甲方选择预付费服务的，则在甲方付

费之后乙方才开始为甲方提供服务；

甲方选择后付费服务的，甲方先使用

并在使用服务后根据所订购产品的

不同按小时或者按天支付费用。 

 39.51  
已提供服务并取得

发票计入成本 

深圳市佳游互娱

科技有限公司 

游 戏 研 发

费 

甲乙双方完成协议签署后，自乙方收

到甲方开具的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

预付分成金人民币 32.00 万元予甲

方； 

标的物进行测试后，自乙方收到甲方

开具的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预付分

成金人民币 24.00 万元予甲方； 

标的物实现正式商业化运营 1 个月

后，自乙方收到甲方开具的等额有效

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预付分成

金人民币 24.00 万元予甲方。 

 30.92  

2020 年 2 月上线，

由于数据不理想，公

司已签订终止推广

协议，预付款已转入

成本。 

广州竣仁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广告充值 

甲方计划要求乙方提供信息服务前 3

日向乙方支付预付款。 
 30.00  

业务终止，预

付款已退回 

合肥顺添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租 金

及 物

业费 

乙方应于每个季度的 10日前缴

纳当期租金和物业管理费。 
 25.76  

已取得结算单

并计入成本，

暂未取得发票 

上海高地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海南

第一分公司 

物 业

费 及

水 电

费 

乙方应于交房当日预缴不少于

12 个月的物业服务费。 
 22.98  

期后已结算水

电费并取得发

票计入成本，

暂未结算物业

费。 

中信保诚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 

保 险

费 

 

按年预缴保费，以三个月为一个结算

周期，达到结算周期后，完成本结算

周期发生的保费的结算。 

20.22 
已提供服务并取得

发票计入成本 

杭州龙郦实业有

限公司 

租 金 及 物

业费 

除首期费用外，承租人须在每月 20

日（含）之前，支付下一周期的保底

租金、推广服务费、收银机使用费等。 

15.80 
已提供服务并取得

发票计入成本 

小  计  492.65  

（续上表）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 /

经营者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是否存在资

金占用或财

务资助  

芜 湖 炬 想

网 络 科 技
2018/5/21  1,000.00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沈 斌 炬 ：

60%  
否 否 



 

 

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

布 

王超：40% 

北 京 齐 欣

互 动 科 技

有限公司 

2015/4/29  1,500.00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上海开域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100% 

否 否 

上 海 智 趣

广 告 有 限

公司 

2013/4/1  1,000.00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各类广告、动漫设计、电

脑动画设计、图文设计、

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

交流策划、展览展示服务 

利欧集团数

字科技有限

公司：100% 

否 否 

阿 里 云 计

算 有 限 公

司 

 2008/4/8 100,000.00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数码产品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

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 

杭州臻希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100% 

否 否 

深 圳 市 佳

游 互 娱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17/4/11  5.00 

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

技术开发与销售、数据库

的销售、国内贸易、经营

进出口业务 

李浩：100% 否 否 

广 州 竣 仁

网 络 科 技

有限公司 

2015/4/22  500.00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余 丽 华 ：

100% 
否 否 

合 肥 顺 添

商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 

2017/8/25  100.00  
商业运营管理、物业管理、

会议及展览服务 

嘉兴顺添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100% 

否 否 

上 海 高 地

物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海 南 第 一

分公司 

2006/9/27  10,000.00  物业管理、物业咨询 

上海高地资

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 

否 否 

中 信 保 诚

人 寿 保 险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省 分

公司 

2006/11/30 236,000.00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及

再保险业务 

中国中信有

限 公 司 ：

50%   

英国保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50%  

否 否 

杭 州 龙 郦

实 业 有 限

公司 

2017/5/19 130,000.00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广

告发布、技术服务 

重庆龙湖天

街商业地产

有限公司 

否 否 

（二）预付对象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



 

 

系及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预付对象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不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的情形。 

 

12.（年报问询函第16条）请补充披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其

他应付款”项目下，暂收应付款、资金拆借款、其他等款项对应的事项明细，

包括对象名称、金额、发生原因、款项性质、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截止回函日

的结转情况、交易对象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回复： 

大额暂收应付款、资金拆借款、其他等款项前五大对象合计金额占公司其他

应付款（不含股权转让款和应付股利）合计金额的70.62%，前五大对象明细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金额

（元） 
发生原因 

款项性

质 

是否

具有

商业

实质 

截止回

函日结

算情况 

是否

为关

联方 

金科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1,955,8

98.39  
电解铜业务收款差额  

资金拆

借款 
是 

已处理

完成 
是 

霍尔果斯泰享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4,867,9

24.53  

游戏用户年龄层与终

端广告主需求不匹

配，需退回预收款项 

暂收应

付款 
是 

已处理

完成 
否 

蓝沙信息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  

20,000,0

00.00  

合作模式调整，需退

回预收款项。 

暂收应

付款 
是 

已处理

完成 
否 

智佳无限（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11,853,6

79.25 

公司承接智佳无限推

广项目，后因公司退

出该项目，需退回前

期业务款。 

暂收应

付款 
是 

暂未处

理完毕 
否 

上虞杰腾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9,663,41

8.15  

测试数据未达合同约

定要求，需退回预收

款项 

暂收应

付款 
是 

已处理

完成 
否 

其他应付款下的交易对象除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均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13.（年报问询函第17条）年报显示，2019年度你公司研发投入37,193万元，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持续三年上升，研发投入资本化率2018年度、2019

年度分别为52%、41%，2019年末公司研发人员584人，较2018年减少88人。请

说明你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确认原则，结合具体研发项目、进展情况、研发

失败的风险及未来经济利益流入公司的可能性，分析上述指标及数据变化的原

因、及数据变动的匹配性，是否存在将未达到资本化条件的研发费用进行资本

化的情况。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研发资本化确认的原则 

1.公司划分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标准 

根据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

入当期损益。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

无形资产：（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2）

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

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

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证明其有用性；（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

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5）归

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新的技术和知识等进行的有计划的调查，为进一

步的开发活动进行资料及相关方面的准备，将来是否会转入开发、开发后是否会

形成无形资产等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该阶段具有计划性和探索性等特点；开发

阶段相对研究阶段而言，是指完成了研究阶段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项新

产品或新技术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该阶段具有针对性和形成成果的可能性较大

等特点。 

2.公司资本化开始时点、资本化的具体依据 

公司对研发项目的收入变现形式、独特卖点、情感体验、故事内容、界定的

目标用户群体、项目工作计划、预算等评审。当研发项目评审通过后，且符合所

形成的无形资产在使用或出售上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该项目开发的目的明确为

使用或出售、该项目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应用的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并具备广阔的



 

 

市场前景能够给公司带来可靠的经济利益、公司有足够的资源支持该项目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的条件时，予以资本化；公司定期对研发项目进

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对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项目予以当期费用化，符合条件的

继续资本化。 

（二）公司研发投入情况 

1.具体研发项目情况 

研发项目 进展情况 
研发失败的

风险 

未来经济利益

流入公司的可

能性 

Talking Tom Hero Dash 

Talking Tom Hero Dash 在 2019 年 6 月全球发行

的，在短短的半年里这款游戏已成为 Outfit7 前

5 款主要收入游戏之一。。 

较低 高 

My Talking Angela 

2019 年对 My Talking Angela 游戏更新。，2019

年该游戏平均日活跃用户约 500 万，平均月活

跃用户约 5,000 万。 

较低 高 

Talking Tom Gold Run 

2019 年对 Talking Tom Gold Run 游戏更新。，

2019 年该游戏平均日活跃用户约 600 万，月活

跃用户约 6,000 万。 

较低 高 

Talking Angela Color 

Splash 

该款游戏计划在 2020 年下半年全球范围内发行

除中国安卓外，这是公司的第一款 3 消类游戏，

预计每月的日活跃级别在 4 万-5 万用户。 

较低 高 

汤姆猫总动员 

目前游戏处于初期概念开发和预制作阶段，新

游戏将会包括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全部 5 个成

员，并且会新增新角色，并且会有更多的小游

戏、迷你游戏、游戏功能。预计将开拓该 IP 在

电子宠物游戏市场份额，巩固统治地位，维系

IP 市场口碑，提升 IP 的品牌影响力。预计 2020

年 6 月上线。 

较低 高 

汤姆猫小飞侠 

目前该游戏处于技术解决方案阶段。全球发布

将包括所有 TTF 角色以及不同的世界和地图。

预计试发行会在 2020 年 7 月 21 日，测试相关

数据，再做最后的完善工作，全球发行预计 2020

年 11 月。 

较低 高 

Talking Tom Breakout  

这款游戏已完成了第一阶段工作，并在通过

PLAYTESTCLOUD 进行用户测试，目前在审查

试发行的范围和项目时间表，已开始准备国内

版号，预计试发行在 2020 年 9 月份，正式全球

发行预计在 2021 年 2 月份。  

较低 高 

怪物时刻（暂定名） 

目前游戏尚在预制作阶段。希望通过该游戏、

项目，多样化公司的产品线、品牌线以及盈利

能力。由于汤姆猫总动员的将在 2020 年 6 月份

发行，公司将推迟这款游戏的发行，预计在 2020

较低 高 



 

 

年底。 

Swamp Attack 2 （沼泽激

战 2） 

本项目是公司为外部合作伙伴 Amo2 发行的沼

泽激战 Swamp Attack 的续作，公司已审核了

ALPHA 版本，分享了对游戏的反馈，对方也获

得了 O7SDK 文档，计划在 2020 年 8 月试发行，

检测数据情况，然后对游戏再进行调整，预计

在 2020 年 11 月底全球发行。 

较低 高 

Tom 猫系列视频 

Tom 猫系列视频第 4 季的第一集从 2019 年 5 月

16 日开始在 YOUTUBE 上发行，第 4 季总共 26

集，在 2020 年 3 月 28 日 26 集已全部上线，总

观看量是 2.38 亿。第 5 季一共也是 26 集将分两

个阶段完成并开始上线发行，1-13 集为第一阶

段预计在 2020 年 7 月底完成制作，13-16 集为

第二阶段预计在 2020 年 8 月底完成制作。 

较低 高 

汤姆猫飞车 

已经进入 4 测后产品调优阶段，完成宠物二期、

游戏长留数据调优等 5 测版本内容，预计 2020

年 6 月上线。 

较低 高 

公司主要的研发投入项目为 Outfit7 的汤姆猫系列游戏应用及汤姆猫系列动

画片制作。Outfit7 研发项目的开展情况均与项目的开发计划一致。 

Outfit7 具有强大的技术开发团队及丰富的游戏应用开发经验，同时其视频

委托 PMP 公司等经验丰富的外部公司制作，故汤姆猫系列游戏应用及汤姆猫系

列动画片制作在技术上可行性较高，研发项目失败的风险相对较低。 

此外，Outfit7 管理层基于已发布游戏应用的历史数据和当前市场表现、动

画片等视频内容带来的收入表现等，预计 2020 年发布的新的游戏应用以及上线

播放的动画片等视频内容将为公司带来较高的经济利益流入。 

2.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研发投入金额（元） 371,926,847.77 358,641,180.13 

营业收入金额（元） 1,830,611,721.72 2,725,148,206.16 

占比 20.32% 13.16% 

其中：Outfit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研发投入金额（元） 199,501,250.19 204,147,536.48 

营业收入金额（元） 945,767,252.96 1,076,823,612.42 

占比 21.09% 18.96% 



 

 

2019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20.32%，较上年增加 7.16 个百

分点。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的上涨主要系营业收入的下降所致，2019 年 6

月公司将化工业务剥离从而导致纳入合并范围的化工业务收入减少，此外受国内

游戏版号审批的趋严以及工信部对运营商的电信增值业务的整顿，杭州哲信

2019 年度的游戏发行业务收入以及 IP 版权业务收入大幅下滑。 

而公司的研发投入主要用于游戏应用开发以及视频制作，上述研发投入基本

通过游戏广告、充值及视频广告为公司带来收入。因此化工业务剥离以及杭州哲

信游戏发行业务收入、IP 版权业务收入的下滑并不会减少公司相关研发项目的

投入，因此 2019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上涨。 

2019 年度 Outfit7 研发投入为 19,950.13 万元，占公司整体研发投入的比重

为 53.64%，占比较高。2019 年度 Outfit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21.09%，

较上年增加 2.13 个百分点，相对较为稳定。 

3.研发资本化率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研发投入金额（元） 371,926,847.77 358,641,180.13 

资本化金额（元） 153,227,816.14 185,817,036.39 

研发投入资本化率 41.20% 51.81% 

其中：Outfit7 研发资本化率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研发投入金额（元） 199,501,250.19 204,147,536.48 

资本化金额（元） 123,983,369.03 135,444,757.63 

研发投入资本化率 62.15% 66.35% 

2019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率为 41.20%，较 2018 年度下降 10.06 个百分

点。2019 年度研发投入资本化率下降较大主要原因系：（1）Outfit7 本期投入开

发汤姆猫系列视频以及汤姆猫系列游戏应用有较多未能在期末达到可使用状态；

（2）金科汤姆猫公司本期终止部分游戏应用（如：生存岛项目）和动画影视项

目的开发，相应的开发支出直接转入当期研发费用。 

4. 2019 年度 Outfit7 研发投入的资本化金额为 12,398.34 万元，占公司整体

研发投入资本化金额的比重为 80.91%，占比较高。2019 年度 Outfit7 研发投入资

本化率为 62.15%，较上年下降 4.20 个百分点，较为稳定，相对合理。2019 年末

公司研发人员 584 人，较 2018 年减少 88 人。主要系公司 2019 年 6 月将化工业



 

 

务剥离相应转出研发人员 118 人，剔除该部分影响，本期公司研发人员较上期有

所增加，与整体研发投入金额的增长趋势相符。 

综上，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上升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研发投入资本化率的下降主要系研发项目数量及研发项目状态不同所致；公司不

存在将未达到资本化条件的研发费用进行资本化的情况。 

 

14.（年报问询函第18条）报告期内，公司对代理类客户实现收入123,023万

元，同比增长20.1%。 

（1）请结合业务模式，说明公司区分代理类客户和直接类客户的依据，根

据公司的收入构成情况，披露前十大代理类客户和直接类客户的名称、报告期

内不同广告类型的收入及毛利率。 

（2）补充说明公司对两类客户不同广告类型下的收入确认原则和结算方式，

并结合推广费用说明上述数据是否合理。  

回复： 

（一）公司区分代理类客户和直接类客户的依据，前十大代理类客户和直

接类客户的名称、报告期内不同广告类型的收入及毛利率。 

1.公司的广告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两类： 

（1）公司通过与营销服务商合作，包括Applovin、Google、Twitter、Smaato、

oppo、vivo等。通过与营销服务商直接对接，间接获取大量广告主的营销需求，

并且公司仅需与营销服务商进行结算，因此将Applovin、Google、Twitter、Smaato、

oppo、vivo等营销服务商分类为公司的代理类客户。 

（2）公司直接与广告主合作，针对客户企业品牌理念方案、IP设计及创意

方案、对外宣传稿件等整体策划并帮助广告主在各大平台进行广告的投放传播，

这类客户分类为公司的直接类客户。 

2.前十大代理类客户、直接客户名称 

序号 代理类客户 直接类客户 

1 Google Ireland LTD 大光药业有限公司 

2 
Mobvista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imited 
天津樊花科技有限公司 



 

 

3 IronSource Ltd 广州欢聚影业有限公司 

4 广东欢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萌毛刷制品有限公司 

5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 

6 Facebook Ireland Ltd 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 Unity Technologies SF  平潭享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 北京有竹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敢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 IQzone, Inc.  珠海蜂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 AppLovin Corp 广州樊文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3.不同广告类型的收入及毛利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广告收入 毛利率 

代理类广告  123,023.24  93.98% 

直接类广告  819.95  25.75% 

小计  123,843.19  93.53% 

（二）公司对两类客户不同广告类型下的收入确认原则和结算方式，并结

合推广费用说明上述数据的合理性。 

1.广告业务的收入确认原则和结算方式 

（1）代理类广告 

公司根据广告授权平台（即营销服务商）提供的广告弹出量、单价以及平台

的客户提供的对账单数据结算，并结合合同约定的收入分成比例及结算对账单确

认收入。 

（2）直接类广告 

公司根据与直接广告客户签订合同的执行期及广告执行效果来确认收入，执

行效果主要有分阶段的广告投放量、点击率、整体粉丝总增长数等指标。经双方

盖章确认后开具发票确认收入。 

2.市场推广费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增长率 

公司合并广告收入  123,843.19   104,356.53  18.67% 



 

 

公司合并代理类广告收入 123,023.24 102,443.80 20.09% 

公司合并市场推广费  13,473.33   9,692.88  39.00% 

公司2019年全年广告收入,123,843.19万元，其中代理类广告收入123,023.24

万元，占全年广告收入的99.34%，公司的战略重心聚焦于代理类广告，因此公司

的市场推广费用基本用于代理类广告的市场推广。 

根据公司代理广告收入的增长率与市场推广费用增长率的对比，市场推广费

用的增长率高于广告收入增长，而公司合并市场推广费中Outfit7公司2019年发生

的市场推广费为12,107.18万元，占全部市场推广费用的89.86%，因此单独对

Outfit7公司进行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长率 

Outfit7 公司代理广告收入 94,541.19  74,147.73  27.50% 

Outfit7 公司市场推广费 12,107.18  9,484.50  27.65% 

由上表可见，Outfit7公司的市场推广费的增长与销售的增长幅度保持一致，

较为合理。 

 

15.（年报问询函第19条）年报显示，你公司期末应付股权转让款38,391万

元。请结合公司收购outfit7、每日给力协议约定的资金支付安排，公司目前的资

金状况、现金流动性，说明对剩余股权转让款的还款计划、偿付资金的来源等。 

回复： 

1.应付股权转让款中35,331.40万元系子公司联合好运公司应付Outfit7公司

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款5,000.00万美元及其利息。该部分款项已存在摩根银行香港

分行的监管账户中。根据协议约定，2019年6月30日支付剩余5000万美元及相关

利息，但若有索赔事项或金额待确定，则可以延缓支付。根据目前实际情况，剩

余股权转让款将于E2_SLO公司完成斯洛文尼亚税务检查后支付。 

2.应付股权转让款中3,000万元系应付每日给力公司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款。根

据协议将于2019年度《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需支付。 

3.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168,728万元，具有较好的现金流

动性。因此，足以支付上述剩余股权转让款。 



 

 

16.（年报问询函第22条）你公司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认定公司不存

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请结合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涉嫌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形，

说明公司认定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依据及合理性；并全面自查你公司资

金管理制度是否有效、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是否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如否，请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整改措施。 

回复： 

1.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

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进行了复核。结合公司2019年度控股股东利用经

营性业务占用公司资金事项，公司对照《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对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并全面自查，公司认定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

依据及合理性如下： 

2019年报中披露的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形，与公司电解铜贸易业务相关。在

电解铜贸易业务中，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外部供应商采购电解铜，支付电解铜采

购款，并向外部客户销售电解铜，收取货款。上述贸易链条中，公司与供应商、

客户均完成了货物交付和货款支付结算，具有真实业务的实质和连续性。查询公

司注册信息，客户和供应商均非控股股东下属企业和公司关联方。在业务发生过

程中，客户回款相对正常。公司也不定期进行款项催收工作，期间应收账款余额

并无明显异常。 

2019年期末，公司发现上述业务的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及时开展了应收账款

的催收。2020年1月份，上述应收账款大部分收回。公司内控部门、经营管理层

对相关应收账款的形成保持谨慎与合理怀疑，积极进行客户、供应商沟通，对相

关业务进行了主动梳理和自查，发现控股股东存在通过向公司贸易对象拆借资金

的方式占用资金。公司结合自查情况，主动进行了披露和说明。因此，公司内部

控制整体是有效的。控股股东利用公司经营性业务占用资金，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对比公司内部的控制制度确立的相关标准，公司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非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的重要缺陷。 

2.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独立于

控股股东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包括制定了公司《防范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内部审计制度》等内

部管理制度，明确规范了公司资金管理、对外担保等事项。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内部审计制度》的规定设置了专职的内部控制部

门，定期对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内部控

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评估；对财务报告和信息

披露事务相关的所有业务环节包括但不限于：销货及收款、采购及付款、存货管

理、固定资产管理、资金管理、投资与融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管理

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进行内部审计；建立了反舞弊机制。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规

定，明确要求严格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明确公

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有偿或无偿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使用，

不得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不得委托控

股股东及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不得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

的商业承兑汇票，不得代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偿还债务等。 

鉴于公司2019年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对内部资金管理

制度、内部控制等制度的健全和执行情况和公司经营独立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自

查。经全面自查，公司经营仍独立于控股股东，但公司在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期

间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公司内部控制

部门在事前审核相关事项时出现履职缺位，公司内部相关系统流程运行中存在信

息传达不透明、不顺畅。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拟采取如下整改措施： 

（1）针对保持完善公司经营独立性： 

1）保持完善业务开展独立性 

公司继续保持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重大事项均应在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审议批准后执行。 

2）保持完善公司人员和机构独立性 

公司继续完善建立一整套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的人力、薪酬制度，包括拥有

独立的员工团队；全体员工均专职于各自部门，其中，财务人员均未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具有独立的办公和经营场所，不与控股

股东控制的单位合署办公、混合经营。 

3）保持完善公司资产独立性 

公司将继续督促控股股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归还占用资金，同



 

 

时继续完善公司内部资金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资金使用和管理流程，最大化做

到系统流程运行中的信息透明、通畅，明确相关人员的职权职责。 

4）保持完善公司内部审批和决策程序独立性 

公司继续完善内部审批和决策程序，保证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

机构均独立、有效运作。 

（2）针对资金管理与内部控制 

为防范公司关联方占用资金，公司将定期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财务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内部培训，并积极参加外部

相关培训，不断强化相关人员的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公司资金安全管理。 

此外，公司将要求各部门、各子公司加强对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及时履行信

息报告义务（报告内容包括合同内容、交易对方的背景资料、与公司的关系等），

同时进一步强化公司内部信息收集、流转的管理和监督，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

准确、完整。 

 

17.（年报问询函第23条）你公司股票价格于4月27日至4月29日连续下跌，

且达到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情形。请你公司对年报信息的保密工作进行全面自查，

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况。 

回复： 

经全面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以及涉及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文件编制人员不存在定期报告披露敏

感期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况。 

公司严格遵守《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在定期报告编制期间，做好了内幕信息的保密管理及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管理工作，及时填写完成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并向深

交所进行报备。 

鉴于公司股票价格于2020年4月27日至4月29日连续下跌，且达到股票价格异

常波动情形，公司已于2020年4月29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

编号：2020-048），对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期间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并说明。 



 

 

18.（年报问询函第24条）4月28日你公司披露《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暨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合计减持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6%的股份。请说明在控股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下，减持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回复： 

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朱志刚先生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减

持计划的告知函》，并已于2020年5月6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根据《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朱志刚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包括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朱志刚及朱阳土等）决定提前终止

于2020年4月27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并在控股股东占用资金全部归还前不转让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函复。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