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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2016-029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公司 2015 年度利润总额 22,468.17 万元，
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68.17 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有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资产负债表日的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和
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决定对公司 2015 年末部分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22,468.17 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有关事项已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一）坏账准备
2015 年 1 月，公司将所持有的杭州大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州大彩”）31%的股权以人民币 10,000 万元转让给中彩合盛网络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彩合盛”）。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中彩合盛已按照股权转
让协议的约定向本公司支付 55%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5,500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彩合盛应支付给本公司剩余 45%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4,500 万元
尚未支付。公司已多次与中彩合盛及其实际控制人自然人纪玉庄先生联系，敦促
其及时履行支付剩余 45%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并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本期按照剩余股权对应的公允
价值与未收回款项的差额单独计提了坏账准备 4,224.84 万元。公司按照账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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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提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实际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2,751.05 万元。公司将
与中彩合盛及其实际控制人进一步沟通或交涉，并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决定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法律途径等方式追究中彩合盛的有关违约责任。
（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015 年 1 月，公司将所持有的杭州大彩 31%的股权以人民币 10,000 万元
转让给中彩合盛。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杭州大彩 49%的股权，长
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14,944.02 万元。由于互联网彩票销售政策性原因，杭州大
彩暂停互联网彩票销售业务。鉴于国家对互联网彩票销售的政策尚未明确，且无
法预期杭州大彩能否取得相关经营许可，公司持有杭州大彩 49%的股权出现减值
迹象。公司聘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评估”）确定杭州大彩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所形成的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价值，为
公司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提供价值参考依据。银信评估出具了《上海大智慧股份有
限公司因减值测试对所涉及的杭州大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可回收价值评估报告》
（银信财报字[2016]沪第 008 号），评估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在上述各项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被评估企业可回收价
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1,972.50 万元，较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127.68 万元，增值
率为 6.92%。根据上述评估结论，公司持有的杭州大彩 49%股权可回收价值评估
值为 966.53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并基
于谨慎性原则，计提 13,977.50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15 年末，公司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经清查，公司部分闲置的固定
资产预期已无法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主要为显示器、电脑及键盘。该部分闲置
固定资产的原值为 2,778.80 万元，截至 2015 年年末账面价值为 1,210.20 万元。
参考回收商提供的有关报价计算该部分闲置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317.38 万
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并基于谨慎性原则，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92.82 万元。
（四）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由于公司经营模式改变等原因，预期部分无形资产已无法为公司带来收益，
存在减值迹象。2015 年年末，公司对无形资产将未来净现金流现值作为可收回
金额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
2

关规定，并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 4,487.27 万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详细情况如
下：
项目

本期计提
减值准备金额
单位（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原因

225.58

为了应对金融市场和产品持续的创新和变化，进
行了新的模拟系统的开发，逐步替换原有的系
统，“世华 13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应用的产品已
经无法带来现金流量。

渤商所会员管理软件

1,133.33

为了实现公司向移动互联金融平台转型的战略
目标，进一步梳理和整合非核心业务，公司管理
层决定商品现货交易已不再作为经营发展方向，
预计无法带来现金流量。

DTS-大智慧策略交易平台软件

1,740.33

DTS-大智慧策略交易平台已于 2015 年已经正式
下线，预计无法带来现金流量。

1,342.59

2015 年以来，由于舆情数据系统的资源消耗巨
大，公司对舆情数据系统的大部分功能实施了下
线处理。

世华 13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大智慧舆情数据终端软件

其他无形资产
合计

45.44

无使用价值，无现金流产生。

4,487.27

（五）商誉减值准备
2014 年 4 月，公司收购了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 100.00%的股权。取得
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始投资成本为 4,370 万元，合并成本大于按比例获得的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形成商誉 3,322.66 万元。
2016 年 3 月 4 日，公司将持有的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狮
王黄金”）65%股权转让给上海钤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 2,860 万元。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仍将持有狮王黄金 35%的股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4,370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对狮王黄金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公司聘请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评估”）确定狮王黄金全部资产及负债
所形成的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价值，为公司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提供价值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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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依据。银信评估出具了《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因减值测试对所涉及的上海
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银信财报字[2016]沪第 016
号），评估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采用收益法，在上述各项
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被评估企业评估值为人民币 3,287.00 万元，较被评估单
位账面净资产 869.45 万元评估增值 2,417.55 万元，增值率 278.06%。
对狮王黄金商誉减值采取的方式为，期后持有股权按未来现金流预测进行测
试，期后处置股权按处置现金流进行测试。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估值

股权比例

价值

期后持有股权

3,287.00

35%

1,150.45

期后处置股权

4,400.00

65%

2,860.00

合计

4,010.45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资产组合的可收回金
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59.55 万
元。

二、本次计提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公司 2015 年度利润总额 22,468.17 万元，影
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68.17 元。

三、本次计提履行的审议程序
1、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谨慎性原则，
真实、准确、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此次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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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3、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此次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
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计提减值准
备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真实、准确、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计提大额资产
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