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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的填列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

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

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 企业财

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

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主要影响项目及金额详

见注③

注① 并期初金额及上期发生数受上述政策变更的主要影响项目及金额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

主要内容

原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报表项目及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 收 票 据 ” 及

“应收账款” 项目

归并至新增的“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项目

应收票据 3,020,867.00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673,900,095.28

应收账款 670,879,228.28

“应 收 利 息 ” 及

“应收股利” 项目

归并至“其他应收

款”项目

应收利息 749,589.04

其他应收款 360,517,663.81应收股利 79,995,000.00

其他应收款 279,773,074.77

“应 付 票 据 ” 及

“应付账款” 项目

归并至新增的“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

应付票据 8,261,438.29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309,569,468.78

应付账款 301,308,030.49

“应 付 利 息 ” 及

“应付股利” 项目

归并至“其他应付

款”项目

应付利息 54,656,348.43

其他应付款 243,377,898.59应付股利 22,414,602.62

其他应付款 166,306,947.54

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从“管理费

用” 项目中分拆

“研发费用”项目

管理费用 377,563,547.06

管理费用 361,991,369.76

研发费用 15,572,177.30

新增“其中：利息

费用” 和“利息收

入”项目，在“财务

费用” 项目下增加

“利 息 费 用 ” 和

“利息收入” 明细

项目

无 利息费用 161,964,477.77

无 利息收入 64,426,572.47

注②母公司期初金额及上期发生数受上述政策变更的主要影响项目及金额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

主要内容

原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报表项目及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利息”及

“应收股利”项目

归并至“其他应收

款”项目

应收利息 11,556,954.92

其他应收款 864,633,391.90应收股利 68,461,141.01

其他应收款 784,615,295.97

“应付利息”及

“应付股利”项目

归并至“其他应付

款”项目

应付利息 51,879,681.76

其他应付款 867,266,683.62应付股利 8,308,841.47

其他应付款 807,078,160.39

新增“其中：利息

费用”和“利息收

入”项目，在“财务

费用”项目下增加

“利息费用”和

“利息收入”明细

项目

无 利息费用 89,318,132.07

无 利息收入 48,401,868.96

注③合并期初金额及上期发生数受上述政策变更的主要影响项目及金额如下：

调整前项目及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项目及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其他收益 3,377,887.18 1,275,601.81 其他收益 4,653,488.99

营业外收入 18,844,728.89 -1,275,601.81 营业外收入 17,569,127.08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7月，根据《关于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通知》（海

南证监函【2018】395号），海南证监局对本公司的子公司精视文化、邦富软件、漫友文化开

展现场检查工作。 根据海南证监局现场检查确认书，经公司确认，公司对子公司精视文化、

邦富软件、漫友文化在2014年-2017年期间涉及的（1）收入确认和成本核算不准确方面、

（2）费用核算方面、（3）适用税率方面、（4）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方面的前期差错。 本次差

错更正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

① 对2017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数 调整后金额

应收账款 690,025,558.76 -19,146,330.48 670,879,228.28

流动资产合计 5,730,259,629.21 -19,146,330.48 5,711,113,298.73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866,467.52 -785,298.16 58,081,169.3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121,301,196.55 -785,298.16 10,120,515,898.39

资产总计 15,851,560,825.76 -19,931,628.64 15,831,629,197.12

预收款项 339,713,338.44 449,874.20 340,163,212.64

应交税费 156,757,357.89 14,514,234.47 171,271,592.36

其他应付款 162,006,343.72 4,300,603.82 166,306,947.54

流动负债合计 2,028,493,965.96 19,264,712.49 2,047,758,678.45

负债合计 5,680,574,188.01 19,264,712.49 5,699,838,900.50

未分配利润 3,636,292,086.82 -32,538,250.72 3,603,753,836.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762,332,284.63 -32,538,250.72 9,729,794,033.91

少数股东权益 408,654,353.12 -6,658,090.41 401,996,262.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170,986,637.75 -39,196,341.13 10,131,790,296.6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5,851,560,825.76 -19,931,628.64 15,831,629,197.12

② 对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数 调整后金额

营业收入 3,420,924,616.84 -58,679.24 3,420,865,937.60

管理费用 377,701,547.06 -138,000.00 377,563,547.06

资产减值损失 732,259,750.51 347,520.71 732,607,271.22

所得税费用 155,386,362.52 331,938.16 155,718,300.68

净利润 423,270,763.03 -600,138.11 422,670,624.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7,238,074.73 -133,186.39 277,104,888.34

少数股东损益 146,032,688.30 -466,951.72 145,565,736.58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新增合并单位48家，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增加原因 合并日期

1 陕西华商通用航空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3月

2 拉萨悦胜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5月

3 深圳市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6月

4 北京城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6月

5 陕西华商传媒文化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6 海南省文创旅游产业园集团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7 海南文咖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8 海南文春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9 海南文绚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10 海南文诺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11 海南文楷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12 海南文贤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13 海南创道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14 海南文宴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15 海南文昂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16 海南创傲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17 海南文妙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18 海南创模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19 海南文泽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20 海南祺乐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21 海南文筱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22 海南创雄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23 海南文舒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24 海南达闻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25 海南创贵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26 海南禧闻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27 海南创铭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28 海南创标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29 海南文珠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30 海南创闻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31 海南文聚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32 海南文乐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33 海南创祺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34 海南创牌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35 海南歌闻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36 海南文颂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7月

37 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38 深圳市车音网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39 上海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40 北京亚越磐石市场调查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41 上海逊睿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42 广州粤瑛纬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43 北京车音网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44 成都融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45 四川融智昇拓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46 上海祥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47 新加坡车音网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48 北京车音中安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8月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17家，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销或转让 减少日期

1 苏州华闻糖心动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 2018年5月

2 海南生龙广告有限公司 转让 2018年5月

3 广州酷食餐饮有限公司 注销 2018年4月

4 上海精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转让 2018年5月

5 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公司 转让 2018年7月

6 北京国广风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销 2018年9月

7 西安华商盈泰金融服务外包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 2018年8月

8 乌鲁木齐黄马甲配送有限公司 注销 2018年7月

9 拉萨掌视亿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 2018年7月

10 沈阳辽一网络有限公司 注销 2018年8月

11 海口新海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2018年11月

12 深圳市怀远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 注销 2018年11月

13 山南国视通讯有限公司 注销 2018年6月

14 重庆爱达投资有限公司 经侦立案停业 2018年8月

15 重庆有个表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税务已注销 2018年10月

16 北京华商盈捷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税务已注销 2018年12月

17 北京车音中安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8年12月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汪方怀（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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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

1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上午在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七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5人，其中，独立董事张会丽女士以视频方式参加会

议；董事张陶尧先生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董事长

汪方怀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汪方怀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如下事项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同时听取独立董事做了2018年度述职报告。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和《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合并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990,610,136.34�元，母公司净利润为-2,287,456,726.11�元。 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母公司本年度不提取盈余公积，加上上年度未分配利润1,296,579,

916.47�元， 减去报告期内分配现金红利30,019,409.89元， 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

020,896,219.53� 元。 期末母公司资本公积5,049,276,583.03元， 盈余公积330,503,

949.95�元。

鉴于2018年度公司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负数，为了确保公司拥有资金投资新项目或支

持现有业务，以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

2018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8年度计提各项减值准备金增加额为3,969,039,717.00元， 影响2018年度利润3,

969,039,717.00元。 主要是本期商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应收款项及存货

减值计提导致,其中：商誉减值准备1,955,802,305.43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877,990,

143.44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552,440,141.74元、坏账准备550,327,759.04元、无

形资产减值准备26,865,341.60元、存货跌价准备5,614,025.75元。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资产

因本年度末无减值，故均未计提减值。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坏账核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核销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坏账共计90,329,603.60元。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公司坏账核销的情况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坏账核销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27）。

（七）审议并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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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年度报告》 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9-028）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和《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公告。

（九）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全文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9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计划》全文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18年度经营班子目标管理责任书考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考核，同意2018年度对公司经营班子不予以奖励。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签订〈2019年度经营班子目标管理责任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9）。

（十四）审议并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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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公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9-030） 同日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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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

1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上午在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七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2人，监事张健先生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原因

无法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监事邱小妹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与会监事共同推举

监事陆文龙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如下事项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8年度计提各项减值准备金增加额为3,969,039,717.00元，影响2018年度利润

3,969,039,717.00元。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有关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

分。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坏账核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坏账核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

（六）审议并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七）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

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3� 号———投资性房地

产》的相关规定，能够动态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没有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

后续计量。

（九）审议并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

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以上第（一）、（二）、（三）、（四）、（六）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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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报告》，现将有关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公司2018年度计提各项减值准备金增加额为3,969,039,717.00元，影响2018年度利润

为3,969,039,717.00元，主要是本期商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应收款项、无

形资产及存货减值计提导致,其中：商誉减值准备1,955,802,305.43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877,990,143.44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552,440,141.74元、 坏账准备550,

327,759.04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26,865,341.60元、存货跌价准备5,614,025.75元。 除上

述以外的其他资产因本年度末无减值，故均未计提减值。 其中：

商誉减值准备1,955,802,305.43元，主要为：计提天津掌视亿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掌视亿通” ）商誉减值准备1,092,989,827.09元；计提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精视文化” ）商誉减值准备286,125,876.89元；计提北京澄怀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澄怀科技” ）商誉减值准备565,907,679.44元等。 公司聘请亚洲（北京）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2013年收购的澄怀科技，2014年收购的精视文化、掌视亿通，以及2018年

收购的深圳市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游互动” ）、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车音智能” ）产生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掌视亿通、麦游互动、车音智能减值测

试系根据管理层批准的五年期（2019年-2023年）预算，采用现金流量预测法对资产组的可

收回金额进行评估，假设永续年（自2024年起）已达到稳定状态，故在永续年期间未考虑营

运资金增加额。 减值测试中采用的关键假设包括：各业务类型增长率、毛利率及其他相关费

用，管理层根据历史经验及对市场发展的预测确定相关关键假设。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采用

反映相关资产组特定风险的息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14.70%-16.96%为折现率。 精视文

化、澄怀科技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上述评估，收购麦游互动、车音智能产生

的商誉未发生减值，收购精视文化、澄怀科技、掌视亿通产生的商誉发生减值，减值金额为

1,945,023,383.42元。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877,990,143.44元，主要为：对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海证券” ）股份计提867,096,806.19元。公司聘请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对山南华闻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南华闻” ）持有的东海证券股份进行估值，公

司子公司山南华闻持有的东海证券17,069.10万股股份公允价值及可收回金额为138,

527.65万元。 根据估值结果，山南华闻对投资东海证券股份计提减值867,096,806.19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552,440,141.74元，主要为：对义乌商阜创赢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商阜创赢” ） 计提333,000,000.00元； 浙江草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草根网络” ）计提100,000,000.00元；芜湖弘唯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芜湖基石” ）计提83,326,561.81元等。 主要原因为：公司对商阜创赢的

33,300.00万元投资款因商阜创赢的其他合伙人可能涉嫌挪用导致无法全部收回，全额计提

减值。 根据草根网络运营的“草根投资” 平台公布的《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关于“草根投

资” 存量网贷业务资产端法律清查工作的说明》和《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关于“草根投

资” 网贷业务存量资产财务清查工作的说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草根网络的账面投资额

10,000.00万元全额计提减值。 芜湖基石投资项目2018年转让损失及未转让股票市价下跌。

坏账准备550,327,759.04元，主要为：计提影片《新乌龙院》和《踮脚张望的时光》投

资款合计50,000,000.00元及预计收益5,277,832.26元； 计提电视剧 《英雄时代—炎黄大

帝》和《进错门的女人》投资款合计28,750,000.00元；计提澄怀科技应收霍尔果斯云享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117,020,000.00元、应收北京凯乐福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05,925,869.00

元、应收欢动无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61,662,500.00元等；其余主要计提各子公司开展

业务发生的其他坏账等。

公司对上述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公司《会计制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

的规定为依据计提的，并按规定进行了相应的账务处理。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2019年4月25日， 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该事项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2018年度计提各项减值准备金增加额为3,969,039,717.00元，是根据相关资产的

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18年度

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

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公司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均

经过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的

实际情况及相关政策的要求。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

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同意公司计提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有关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六、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计提各项减值准备金增加额为3,969,039,717.00元，影响2018年度利润

为3,969,039,717.00元。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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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就

全资子公司原经营团队相关人员侵害公司利

益并涉嫌犯罪事宜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2013年，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闻传媒” 或“公司” ）与全资

子公司北京澄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怀科技” ）原股东拉萨澄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拉萨澄怀”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观道” ）及天津大

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大振” ）先后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下合称“股权转让协议” ），由华闻传媒

以向原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原股东持有的澄怀科技100%的股权。 具体详见公

司于2013年11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公告。 上述并购重组完成后，

澄怀科技原经营团队继续负责澄怀科技经营与管理， 其中黄果继续担任澄怀科技的董事

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

并购重组之后，基于对全资子公司开展新业务的支持，华闻传媒于2016年向澄怀科技

提供了共计1.5亿元的财务资助，用于澄怀科技发展演唱会业务，由经营负责人黄果对该等

财务资助提供放弃追偿的连带责任保证。 至今，澄怀科技除于2016年12月偿还1000万元财

务资助款本金和部分资金使用费外， 剩余1.4亿元财务资助款本金和资金使用费一直未偿

还。

2018年7月，黄果从澄怀科技离职后，华闻传媒更换了澄怀科技的董事长。 此后，华闻传

媒发现澄怀科技存在大量的应收款项和预付账款未及时收回，导致无法按期归还财务资助

款。 2018年12月27日，华闻传媒向海南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 ）提交仲裁申请，请

求裁决黄果按照保证协议约定就澄怀科技财务资助款的偿还事宜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仲裁

委于当日受理华闻传媒的仲裁申请， 并于2019年3月18日以不公开的方式审理了华闻传媒

与黄果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 在举证质证及庭审调查期间，黄果以保证协议上其个人的签

字和印章均为虚假为由，拒绝承担担保义务。 自此，华闻传媒开始全面核查澄怀科技的经营

状况。

经查，黄果在澄怀科技任职期间，可能存在以下严重损害华闻传媒及澄怀科技利益的

行为：

1．在其管理澄怀科技期间，形成大量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至今未冲减或收回，远

超三个月。

2．在为澄怀科技向华闻传媒申请财务资助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过程中，使用虚假签

字和印章，逃避承担担保责任。

3．以澄怀科技名义购买多辆豪车，供其自身及其朋友占有使用，无任何手续亦未支付

任何费用，至今未予归还。

鉴于上述情况可能涉嫌犯罪，华闻传媒已于近日向海南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报

案。

二、对公司的影响

如黄果涉嫌的前述犯罪行为成立，则可能给公司带来如下影响：

1．将可能导致澄怀科技部分预付账款和/或其他应收款，以及被侵占的资产无法全部

收回，间接损害华闻传媒的股东权益。

2．将可能导致华闻传媒无法全部收回1.4亿元财务资助款本金及其资金使用费。

本次报案尚未进入立案、侦查、公诉等程序。 公司将组织审计、财务、内控等部门对公司

及各子公司进行专项自查，重点核查相关交易的真实性、履行情况等关键因素。 公司正在全

面梳理并检查相关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加强相关人员的内控培训，严格防范此类风险

事件再次发生。

该事件对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不会造成影响，但可能会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和股东权

益受损。 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并密切关注该案件的调查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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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坏账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坏账核销的主要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计制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

核销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101

笔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合计90,329,603.60元进行核销，其中：公司本部32,608,888.00

元、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报传媒” ）220,000.00元、陕西华商传媒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商传媒” ）49,204,087.08元、北京国广光荣广告有限公司

8,270,983.10元、海南新海岸置业有限公司25,645.42元。

本次坏账核销的主要原因是账龄超过5年，年限较长、债务人已无法联系，经公司全力

追讨，确认已无法收回；账龄未达到5年，主要是时报传媒债务人的股票终止上市，经时报传

媒全力追讨，确认已无法收回；华商传媒主要核销的是应收其子公司的内部款项，且子公司

已注销，无法收回。

二、坏账核销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合计90,329,603.60元， 公司已计提坏账准备90,

329,603.60元，本次核销上述坏账对公司本年度或以前年度利润没有影响，上述坏账中除华

商传媒应收其3家已注销子公司坏账45,016,437.33元之外，其他均为购销商品等确认的债

权，所涉及的债务人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三、公司对追讨欠款开展的相关工作

公司法律事务部及财务部要求相关控股子公司对本次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

留以后可能用以追索的资料，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

追索。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坏账核销的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核销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的坏账共计90,329,603.60元。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

独立董事，依据独立判断，现就公司本次坏账核销之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核销的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

2．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计提坏账准备，所核销坏账根据公司会计政策

已全额计提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3．公司本次核销的坏账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坏账。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坏账核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

五、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坏账核销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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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闻传媒” ）于2019年4月2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有关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目前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绝大部分位于省会城市核心区域，近两年区域内房地产

价值升值明显，升值潜力较大，预计将会持续。 公司对其采用成本模式计量，无法体现投资

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低估了公司价值，不利于投资者客观了解公司的资产状况。

《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

可以选择采用成本模式，也可以选择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公司所持投资性房地产满足“投资

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

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 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

两个条件，因此，可将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

允价值计量模式，并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处理。

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主要用于出租，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国际通行

的成熟方法，能够及时反映公司价值的变化，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

财务状况，为其决策提供更有用的信息，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会计政策变更时间

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二、变更前后会计政策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主要为已出租的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模式计量，按照资产的使用

寿命，采用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量。 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以资

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考虑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

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

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

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 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

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

价值和相关税费后计入当期损益。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日常核算中不再计提折旧。 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投

资性房地产进行评估，并调整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评估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涉及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转换，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需要对公司2017年度及

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聘请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现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处的房地产市场情况进

行了调查，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测算评估，并于 2019年4月13日出具了4份

《价值咨询报告》（银信咨报字[2019]沪第147号、148号、149号、150号），根据评估结果作

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1．对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2018年末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增加投资性房地产89,133,987.78元，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22,283,496.95元，增加归

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56,089,637.62元，增加少数股东权益 10,760,853.21元。

（2）对2018年度利润表的影响

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821,364.23元，减少营业成本2,639,544.60元，增加所得税

费用1,365,227.21元，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375,597.89元，增加少数股东损益

720,083.74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8年度合并报表（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变更影响金额 变更后

资产合计 12,905,595,251.45 89,133,987.78 12,994,729,239.23

投资性房地产 38,876,012.21 89,133,987.78 128,009,999.99

负债合计 7,429,536,864.16 22,283,496.95 7,451,820,361.11

递延所得税负债 3,412,954.44 22,283,496.95 25,696,451.39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4,703,421,780.25 56,089,637.62 4,759,511,417.86

未分配利润 -1,416,875,710.13 56,089,637.62 -1,360,786,072.51

少数股东权益 772,636,607.04 10,760,853.21 783,397,460.25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990,610,136.35 3,375,597.89 -4,987,234,538.46

少数股东损益 56,304,361.88 720,083.74 57,024,445.62

营业成本 2,848,252,593.90 -2,639,544.60 2,845,613,049.3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878,649.09 2,821,364.23 -13,057,284.86

所得税费用 57,491,840.82 1,365,227.21 58,857,068.03

2．对2017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2017年末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增加投资性房地产83,673,078.95元，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20,918,269.74元，增加归

属母公司股东权益52,714,039.74元，增加少数股东权益10,040,769.47元。

（2）对2017年度利润表的影响

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5,225,000.00元，减少营业成本1,968,397.80元，增加所得税

费用1,798,349.45元，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531,840.61元，增加少数股东损

益863,207.74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7年度合并报表（2017年12月31日）

变更前 变更影响金额 变更后

资产合计 15,831,629,197.12 83,673,078.95 15,915,302,276.07

投资性房地产 52,462,612.91 83,673,078.95 136,135,691.86

负债合计 5,699,838,900.50 20,918,269.74 5,720,757,170.24

递延所得税负债 9,201,396.60 20,918,269.74 30,119,666.34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9,729,794,033.91 52,714,039.74 9,782,508,073.65

未分配利润 3,603,753,836.10 52,714,039.74 3,656,467,875.84

少数股东权益 401,996,262.71 10,040,769.47 412,037,032.1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7,104,888.34 4,531,840.61 281,636,728.95

少数股东损益 145,565,736.58 863,207.74 146,428,944.32

营业成本 2,025,518,613.40 -1,968,397.80 2,023,550,215.6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947,703.73 5,225,000.00 277,296.27

所得税费用 155,718,300.68 1,798,349.45 157,516,650.13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能够

更加客观反映公司价值变化，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

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

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

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

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3� 号———投资性房地

产》的相关规定，能够动态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没有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

后续计量。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接B38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