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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年折旧率见下表：

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20－50 5 4.75－1.90

通用设备 3－10 5 31.67－9.50

专用设备 3－20 5 31.67－4.75

运输设备 3－20 5 31.67—4.75

其他设备 3－10 5 31.67－9.50

2、对无形资产摊销进行了统一

项 目 预计使用寿命 摊销方法或使用寿命的依据

版权

影视剧版权

合同期限小于12个月 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按照年限平均法摊销

合同期限大于12个月

在合同约定期限的前6个月内平均摊销原值的50%，

在合同约定的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剩余的50%

无合同期限 前6个月内平均摊销原值的50%，在2年半内平均摊销剩余的50%

其他版权 合同期限 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按照年限平均法摊销

除 版 权

以 外 其

他 无 形

资产

软件 2至5年 合同年限或受益年限

非专利技术 10年 合同年限或受益年限

著作权 5年 合同年限或受益年限

3、对各板块业务收入确认标准，按照各项收入及业务架构进行了重整，并统一了相应的表述：

（1）影视剧销售收入的具体判断标准

1)电视剧销售收入：在电视剧购入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视剧发行

许可证》，电视剧播映带和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并已取得收款权益时或在购货方实际播映时确认收入。

电视剧销售收入包括电视播映权转让收入、音像版权收入、网络播映权收入、海外发行收入、复制费、

母带费收入等。

电视剧销售及电影版权销售采用多次、局部（特定院线或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将发行权、放映权

转让给部分电影院线（发行公司）或电视台等，且仍可继续向其他单位发行、销售的影片，应在符合收入

确认条件之日起，不超过24�个月的期间内（主要提供给电视台播映的美术片、电视剧片可在不超过36个

月内的期间内），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全部实际成本逐笔（期）结转销售成本。 计划收入比例应当尽

可能接近实际。 计划收入比例除有特殊情况应当随时调整外，在年度内一般不作变动。

计划收入比例法是指企业从首次确认销售收入之日起，在成本配比期内，以当期已实现的销售收入

占计划收入的比例为权数，计算确定本期应结转的相应销售成本。 计算公式为：

计划销售成本率＝影视剧入库的实际总成本／预计影视剧成本配比期内的销售收入总额×100%� 。

本期（月）应结转销售成本额＝本期（月）影视剧销售收入额×计划销售成本率。

在影视剧成本配比期内，因客观政治、经济环境或者企业预测、判断等原因而发生，预期收入与实际

收入发生较大的偏离情况时，公司将及时作出重新预测，依据现实实际情况调整影视剧成本配比期内的

预计销售收入总额。

在电视播映权的转让中，还包括首轮播映权转让和二轮播映权转让。 首轮播映权是部分电视台可以

按约定的顺序在2�年内先后开始播放的权利；二轮播映权是指在首轮播放结束后，其他部分电视台继续

播放的权利。 由于电视剧项目收入中，主要为首轮播映权转让收入，通常在24�个月之后进行的二轮播映

权的交易具有较大的不可预期性。 因此，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公司仅以为期24�个月的首轮播放权转让预

计实现的收入作为电视剧项目的预期收入，不考虑首轮播放后二轮播映权可能实现的收入。

当电视剧发行收入符合收入确认原则予以确认时，相应的成本按实际发生收入占预测总收入的比例

在首轮发行期之内配比结转（即本期确认的电视剧成本=电视剧总成本×实际发生收入/预测总收入）。

若首轮发行期满公司实际发生收入小于预测总收入，则将尚未结转的成本在首轮发行最后一期内全部结

转。

一次性卖断国内全部著作权，在收到卖断价款确认销售收入时，将其全部实际成本一次性结转销售

成本。

2）电影片票房分账收入：电影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影公映许可

证》，于院线、影院上映后按双方确认的实际票房统计及相应的分账方法所计算的金额确认收入。

（2）IPTV、手机电视以及互联网视频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1）IPTV收视内容及技术服务已经提供，收入已经取得或者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企业，相关的内容及技术服务成本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IPTV收入实现。

2）手机电视内容或技术服务已经提供，用户收入已经取得或者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内容及流量成本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手机电视收入实现。

3）互联网视频业务内容及技术服务已经提供，收入已经取得或者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内容及流量成本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互联网视频收入实

现。

（3）文化地产及物业业务收入的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1）房地产业务：销售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确认收入：A、商品房开发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并取得

房地产权证，具备入住交房条件后完成交房手续；B、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相关销售价款已经取得或者

确信可以取得；C、与房产相关成本可以可靠计量。

2）物业出租收入：按与承租方签定的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方付租期限，按期确认房屋出租收入的

实现。

3）物业管理收入：在物业管理服务已经提供，与物业管理服务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与物

业管理服务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物业管理收入的实现。

（4）视频和在线购物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 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

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实现。

（5）数字营销广告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数字营销广告内容已经播出或相关服务已经提供，收入已经取得或者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广告投放成本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广告业务收入实现。

（6）网络游戏平台运营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公司在自有游戏平台运营的网络游戏：道具收费模式下，游戏道具已提供至游戏玩家，在收到游戏玩

家支付的游戏道具购买款项时确认收入；计时收费模式下，计时的游戏服务已经提供，在收到游戏玩家支

付的计时游戏费用时确认收入。 公司在第三方游戏平台合作运营的网络游戏：在与合作方按协议约定共

同确认了计费账单后，确认为收入。

（7）SiTV视频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收视内容已经提供，收入已经取得或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

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SiTV视频业务收入收入实现。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1、变更的日期：自2015年6月30日起。

2、变更的内容：

（1）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2）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3、变更的原因

（1）变更采用账龄组合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及购买东方希杰等公司股权后，重组后新公司注入了新的资产和新的业

务，原存续公司账龄组合不再适用新公司业务账龄情况；为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公司重新梳理了应收款项的构成、回款期及信用风险特征等实际情况，本着会计谨慎性原则并参考同

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公司对应收款项中“按账龄组合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比例” 的会计估计

进行细化和统一。

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统一，此变更事项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的应收债权更接近于公司回收情况和风险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要求。

（2）变更采用账龄组合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及

购买东方希杰等公司股权后，重组后新公司注入了新的资产和新的业务，原存续公司账龄组合不再适用

新公司业务账龄情况；为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重新梳理了应收款项的构

成、 回款期及信用风险特征等实际情况， 本着会计谨慎性原则并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

公司对其他应收款项中“按账龄组合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比例”的会计估计进行细化和统一。

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统一，此变更事项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的其他应收债权更接近于公司回收情况和风险状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4、更前后会计估计的变化

（1）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类 别

变更前计提比例

类 别

变更后

计提比

例

同行业水平

（年）

原百视通

原东方

明珠

尚世影

业

东方希杰

文广互

动

五岸传

播

百视通

技术等

广电制

作

文广科

技

电视购

物

汽车销

售

1 年 以 内

（含1年）

2% 5% 3% 1% 0% 5% 5% 5% 5%

1年以内（含1

年）

2% 0%-5%

1-2年 10% 20% 10% 2% 10% 10% 30% 30% 10% 1-2年 10% 5%-10%

2-3年 50% 50% 50% 3% 50% 30% 50% 50% 30% 2-3年 30% 10%-30%

3-4年 100% 100% 100% 4% 100% 50% 100% 100% 50% 3-4年 50% 30%-50%

4-5年 100% 100% 100% 10% 100% 80% 100% 100% 80% 4-5年 80% 50%-80%

5年以上 100% 100% 100% 15% 100% 100% 100% 100% 100% 5年以上 100% 100%

（2）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类 别

变更前计提比例

类 别

变更后

计提比

例

同行业水平

（年）

原百视通

原东方

明珠

尚世影

业

东方希

杰

文广互

动

五岸传

播

百视通

技术等

广电制

作

文广科

技

1 年 以 内

（含1年）

2% 5% 3% 1% 5% 5% 5% 5%

1年以内（含

1年）

2% 0%-5%

1-2年 10% 20% 10% 2% 10% 10% 30% 10% 1-2年 10% 5%-10%

2-3年 50% 50% 50% 3% 50% 30% 50% 30% 2-3年 30% 10%-30%

3-4年 100% 100% 100% 4% 100% 50% 100% 50% 3-4年 50% 30%-50%

4-5年 100% 100% 100% 10% 100% 80% 100% 80% 4-5年 80% 50%-80%

5年以上 100% 100% 100% 15% 100% 100% 100% 100% 5年以上 100% 100%

5、具体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6、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依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九十三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

应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

二、本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对公司业务的范围无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固定资产分类和折旧计提方法的统一描述、无形资产摊销的统一描述和

业务板块收入确认的统一描述，仅为对该等会计政策的统一描述和细化,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业务的范围无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变更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属会计估计变更,应采用未来

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

针对本次变更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后,运用该会计估计

变更分别对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进行了测算,合计增加公司利润总额114.73万元、增加净资产86.05万

元。 具体的影响见下表：

时间

应收账款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按原计提比例 按变更后计提比例 影响金额（元）

2012年 24,827,195.14 18,470,480.26 -6,356,714.88

2013年 46,183,457.57 42,351,414.03 -3,832,043.54

2014年 94,242,415.45 89,231,004.25 -5,011,411.20

时间

其他应收账款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账款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按原计提比例 按变更后计提比例 影响金额（元）

2012年 22,403,181.73 26,472,200.05 4,069,018.32

2013年 21,794,478.92 26,688,972.45 4,894,493.53

2014年 39,116,581.86 44,205,911.53 5,089,329.67

时间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影响金额合计（元）

2012年 -6,356,714.88 4,069,018.32 -2,287,696.56

2013年 -3,832,043.54 4,894,493.53 1,062,449.99

2014年 -5,011,411.20 5,089,329.67 77,918.47

合计 -15,200,169.62 14,052,841.52 -1,147,328.10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止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

百视通国际（开曼）有限公司

百视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百视通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百视通新媒体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广播电视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明珠广播电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文广奥迪欧音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东华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南京东华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山德电器维修站有限公司

上海新兴媒体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池上兼松（上海）维修站有限公司

上海广播电视设备维修站有限公司

上海百视通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上海广电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百视通在线（开曼）有限公司

风行网络有限公司（注1）

北京风行在线

风行视频

武汉风行在线

上海东方宽频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欢腾宽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经纬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广电通讯网络有限公司

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百视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艾德思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昂然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无锡艾德思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搜趣广告有限公司

无锡艾德思奇软件有限公司

无锡艾德无线广告有限公司

AdSage�Corporation�(Cayman)（注2）

艾德思奇科技有限公司

昂然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AdSage�Corporation�(US)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有限公司

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空中旋转餐厅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新闻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游乐有限公司

上海明珠水上娱乐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金银珠宝世界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绿舟宾馆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公众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七重天宾馆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欧洲城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绿舟度假村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交流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东方明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东方明珠安舒茨文化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辰光置业有限公司

山西东方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物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东蓉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东秦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迪尔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精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靓文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精文城上城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精文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

上海五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五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

上海游戏风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极车（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希杰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永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侨圣房产电视营销有限公司

东方购物（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购物拍卖有限公司

嗨鸥全球购株式会社

注1：风行网络有限公司协议控制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风行视频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武汉

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各100%股权。

注2：AdSage� Corporation� (Cayman) 持有艾德思奇科技有限公司、AdSage?Corporation?(US)

100%股权，艾德思奇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昂然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艾德思奇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北京昂然时代广告有限公司、无锡艾德思奇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搜趣广告有限公司、无锡艾德思

奇软件有限公司、无锡艾德无线广告有限公司100%股权，昂然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VIE(协议控制)北

京艾德思奇科技有限公司。

4.4�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5-086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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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

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15年8月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9名，

实际表决9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议

案、议题如下：

一、《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2015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5-087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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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

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15年8月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3名，

实际表决3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5年半

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阅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

报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执行职务时无违规违法行为，没有发生损害公司

利益和股东权益的情况。

（二）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审核意见：

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4、保证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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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因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及购买东方希杰等公司股权后，新公司根据注入的资产和业务的实际

情况，对固定资产分类和计提方法的统一描述、对无形资产摊销的统一描述和对各业务板块收入确认的

统一描述，以及重新梳理和统一了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计提比例，符合公司业务的实际情况。

此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使公司的财务信息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更能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2015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5-088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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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一）本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

1、对固定资产的分类进行了统一，对固定资产的折旧计提方法进行了统一

各类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年折旧率见下表：

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20－50 5 4.75－1.90

通用设备 3－10 5 31.67－9.50

专用设备 3－20 5 31.67－4.75

运输设备 3－20 5 31.67—4.75

其他设备 3－10 5 31.67－9.50

2、对无形资产摊销进行了统一

项 目

预计使用寿

命

摊销方法或使用寿命的依据

版权

影视剧版权

合同期限小

于12个月

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按照年限平均法摊销

合同期限大

于12个月

在合同约定期限的前6个月内平均摊销原值的50%，

在合同约定的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剩余的50%

无合同期限 前6个月内平均摊销原值的50%，在2年半内平均摊销剩余的50%

其他版权 合同期限 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按照年限平均法摊销

除版权以外

其他无形资

产

软件 2至5年 合同年限或受益年限

非专利技术 10年 合同年限或受益年限

著作权 5年 合同年限或受益年限

3、对各板块业务收入确认标准，按照各项收入及业务架构进行了重整，并统一了相应的表述：

（1）影视剧销售收入的具体判断标准

1)电视剧销售收入：在电视剧购入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视剧发行

许可证》，电视剧播映带和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并已取得收款权益时或在购货方实际播映时确认收入。

电视剧销售收入包括电视播映权转让收入、音像版权收入、网络播映权收入、海外发行收入、复制费、

母带费收入等。

电视剧销售及电影版权销售采用多次、局部（特定院线或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将发行权、放映权

转让给部分电影院线（发行公司）或电视台等，且仍可继续向其他单位发行、销售的影片，应在符合收入

确认条件之日起，不超过24�个月的期间内（主要提供给电视台播映的美术片、电视剧片可在不超过36个

月内的期间内），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全部实际成本逐笔（期）结转销售成本。 计划收入比例应当尽

可能接近实际。 计划收入比例除有特殊情况应当随时调整外，在年度内一般不作变动。

计划收入比例法是指企业从首次确认销售收入之日起，在成本配比期内，以当期已实现的销售收入

占计划收入的比例为权数，计算确定本期应结转的相应销售成本。 计算公式为：

计划销售成本率＝影视剧入库的实际总成本／预计影视剧成本配比期内的销售收入总额×100%� 。

本期（月）应结转销售成本额＝本期（月）影视剧销售收入额×计划销售成本率。

在影视剧成本配比期内，因客观政治、经济环境或者企业预测、判断等原因而发生，预期收入与实际

收入发生较大的偏离情况时，公司将及时作出重新预测，依据现实实际情况调整影视剧成本配比期内的

预计销售收入总额。

在电视播映权的转让中，还包括首轮播映权转让和二轮播映权转让。 首轮播映权是部分电视台可以

按约定的顺序在2� 年内先后开始播放的权利；二轮播映权是指在首轮播放结束后，其他部分电视台继续

播放的权利。 由于电视剧项目收入中，主要为首轮播映权转让收入，通常在24�个月之后进行的二轮播映

权的交易具有较大的不可预期性。 因此，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公司仅以为期24�个月的首轮播放权转让预

计实现的收入作为电视剧项目的预期收入，不考虑首轮播放后二轮播映权可能实现的收入。

当电视剧发行收入符合收入确认原则予以确认时，相应的成本按实际发生收入占预测总收入的比例

在首轮发行期之内配比结转（即本期确认的电视剧成本=电视剧总成本×实际发生收入/预测总收入）。

若首轮发行期满公司实际发生收入小于预测总收入，则将尚未结转的成本在首轮发行最后一期内全部结

转。

一次性卖断国内全部著作权，在收到卖断价款确认销售收入时，将其全部实际成本一次性结转销售

成本。

2）电影片票房分账收入：电影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影公映许可

证》，于院线、影院上映后按双方确认的实际票房统计及相应的分账方法所计算的金额确认收入。

（2）IPTV、手机电视以及互联网视频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1）IPTV收视内容及技术服务已经提供，收入已经取得或者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企业，相关的内容及技术服务成本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IPTV收入实现。

2）手机电视内容或技术服务已经提供，用户收入已经取得或者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内容及流量成本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手机电视收入实现。

3）互联网视频业务内容及技术服务已经提供，收入已经取得或者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内容及流量成本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互联网视频收入实

现。

（3）文化地产及物业业务收入的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1）房地产业务：销售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确认收入：A、商品房开发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并取得

房地产权证，具备入住交房条件后完成交房手续；B、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相关销售价款已经取得或者

确信可以取得；C、与房产相关成本可以可靠计量。

2）物业出租收入：按与承租方签定的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方付租期限，按期确认房屋出租收入的

实现。

3）物业管理收入：在物业管理服务已经提供，与物业管理服务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与物

业管理服务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物业管理收入的实现。

（4）视频和在线购物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 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

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实现。

（5）数字营销广告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数字营销广告内容已经播出或相关服务已经提供，收入已经取得或者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广告投放成本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广告业务收入实现。

（6）网络游戏平台运营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公司在自有游戏平台运营的网络游戏：道具收费模式下，游戏道具已提供至游戏玩家，在收到游戏玩

家支付的游戏道具购买款项时确认收入；计时收费模式下，计时的游戏服务已经提供，在收到游戏玩家支

付的计时游戏费用时确认收入。 公司在第三方游戏平台合作运营的网络游戏：在与合作方按协议约定共

同确认了计费账单后，确认为收入。

（7）SiTV视频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判断标准

收视内容已经提供，收入已经取得或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

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SiTV视频业务收入收入实现。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1、变更的日期：自2015年6月30日起。

2、变更的内容：

（1）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2）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3、变更的原因

（1）变更采用账龄组合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及购买东方希杰等公司股权后，重组后新公司注入了新的资产和新的业

务，原存续公司账龄组合不再适用新公司业务账龄情况；为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公司重新梳理了应收款项的构成、回款期及信用风险特征等实际情况，本着会计谨慎性原则并参考同

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公司对应收款项中“按账龄组合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比例” 的会计估计

进行细化和统一。

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统一，此变更事项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的应收债权更接近于公司回收情况和风险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要求。

（2）变更采用账龄组合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及

购买东方希杰等公司股权后，重组后新公司注入了新的资产和新的业务，原存续公司账龄组合不再适用

新公司业务账龄情况；为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重新梳理了应收款项的构

成、 回款期及信用风险特征等实际情况， 本着会计谨慎性原则并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

公司对其他应收款项中“按账龄组合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比例”的会计估计进行细化和统一。

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统一，此变更事项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的其他应收债权更接近于公司回收情况和风险状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4、更前后会计估计的变化

（1）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变更前计提比例

类 别

变更后

计提比

例

同行业水

平（年）

原百视通

原东方

明珠

尚世影

业

东方希杰

文广互

动

五岸传

播

百视通

技术等

广电制

作

文广科

技

电视购

物

汽车销

售

1年以内（含

1年）

2% 5% 3% 1% 0% 5% 5% 5% 5%

1 年 以 内

（含1年）

2% 0%-5%

1-2年 10% 20% 10% 2% 10% 10% 30% 30% 10% 1-2年 10% 5%-10%

2-3年 50% 50% 50% 3% 50% 30% 50% 50% 30% 2-3年 30% 10%-30%

3-4年 100% 100% 100% 4% 100% 50% 100% 100% 50% 3-4年 50% 30%-50%

4-5年 100% 100% 100% 10% 100% 80% 100% 100% 80% 4-5年 80% 50%-80%

5年以上 100% 100% 100% 15% 100% 100% 100% 100% 100% 5年以上 100% 100%

（2）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类 别

变更前计提比例

类 别

变更后

计提比

例

同行业水平

（年）

原百视通

原东方

明珠

尚世影

业

东方希

杰

文广互

动

五岸传

播

百视通

技术等

广电制

作

文广科

技

1年以内（含1

年）

2% 5% 3% 1% 5% 5% 5% 5%

1年以内（含

1年）

2% 0%-5%

1-2年 10% 20% 10% 2% 10% 10% 30% 10% 1-2年 10% 5%-10%

2-3年 50% 50% 50% 3% 50% 30% 50% 30% 2-3年 30% 10%-30%

3-4年 100% 100% 100% 4% 100% 50% 100% 50% 3-4年 50% 30%-50%

4-5年 100% 100% 100% 10% 100% 80% 100% 80% 4-5年 80% 50%-80%

5年以上 100% 100% 100% 15% 100% 100% 100% 100% 5年以上 100% 100%

5、具体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6、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依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九十三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

应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

二、本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对公司业务的范围无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固定资产分类和折旧计提方法的统一描述、无形资产摊销的统一描述和

业务板块收入确认的统一描述，仅为对该等会计政策的统一描述和细化,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业务的范围无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变更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属会计估计变更,应采用未来

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

针对本次变更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后,运用该会计估计

变更分别对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进行了测算,合计增加公司利润总额114.73万元、增加净资产86.05万

元。 具体的影响见下表：

时间

应收账款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按原计提比例 按变更后计提比例 影响金额（元）

2012年 24,827,195.14 18,470,480.26 -6,356,714.88

2013年 46,183,457.57 42,351,414.03 -3,832,043.54

2014年 94,242,415.45 89,231,004.25 -5,011,411.20

时间

其他应收账款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账款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按原计提比例 按变更后计提比例 影响金额（元）

2012年 22,403,181.73 26,472,200.05 4,069,018.32

2013年 21,794,478.92 26,688,972.45 4,894,493.53

2014年 39,116,581.86 44,205,911.53 5,089,329.67

时间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影响金额合计（元）

2012年 -6,356,714.88 4,069,018.32 -2,287,696.56

2013年 -3,832,043.54 4,894,493.53 1,062,449.99

2014年 -5,011,411.20 5,089,329.67 77,918.47

合计 -15,200,169.62 14,052,841.52 -1,147,328.10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因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及购买东方希杰等公司股权后，新公司根据注入的资

产和业务的实际情况，对固定资产分类和计提方法的统一描述、对无形资产摊销的统一描述和对各业务

板块收入确认的统一描述，以及重新梳理和统一了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计提比例，符合公司业

务的实际情况。

此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使公司的财务信息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更能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对本议案表示同意。

（二）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因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及购买东方希杰等公司股权后，新公司根据注入的资产

和业务的实际情况，对固定资产分类和计提方法的统一描述、对无形资产摊销的统一描述和对各业务板

块收入确认的统一描述，以及重新梳理和统一了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计提比例，符合公司业务

的实际情况。

此次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使公司的财务信息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更能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

（三）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对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统一

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4823号)，认为：东方明珠董事会

编制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九十三号—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东方明珠的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

情况。

上述会计政策统一描述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为重大资产重组后，各版块业务等均存在差异。 因此

东方明珠对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无形资产的摊销计提方法、各版块收入确认模式等进行了统一。

同时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原东方明珠及购买东方希杰等公司股权后，重组后注

入了新的资产和新的业务，原存续公司账龄组合不再适用新公司业务账龄情况；为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东方明珠重新梳理了应收款项的构成、回款期及信用风险特征等实际情况，本

着会计谨慎性原则并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东方明珠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中“按账

龄组合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比例”的会计估计进行细化和统一。 由于此事项属于会计估计变更，故应采

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 经审核，

该会计估计变更对东方明珠的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较小。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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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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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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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向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40号）核准，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方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308,356,45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32.4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000,0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925,000,000.00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5年5月12日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395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

规定，制订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后，经201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开设了三个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账户，开户银行分别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南京西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 公司与保荐机构及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丙方）于2015年6月3日在上海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京西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截至本报告期末，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均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规定的情形。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元）

1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营业部

021900025310903 5,261,907,358.42

2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南京西路支行

1001207429204835443 2,171,602,389.75

3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第五支行

31001505400059600637 2,501,972,856.2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实施计划，除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项目外，本次募集

资金指定投向的投资项目共七个， 预计共投入人民币8,251,000,000.00亿元。 截止至2015� 年06� 月30�

日，相关项目暂无成本费用支出。目前公司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0，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比例为0� 。

公司募集专户余额为人民币9,935,482,604.43元，与收到募集资金净额差异主要为银行利息收入。

经董事会授权，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情况下，公司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等，累计循环使用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6.81亿，截至报告期末，暂时闲置的定投项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55亿

元。 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6月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交易所网站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临2015-053）。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存在变更募投项目资金使用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

形。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5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9,925,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支付东方希杰原有股东现金对价 无 2,570,000,000 2,570,000,000 0 0 0 0 0% - 准备 准备 否

互联网电视及网络视频项目 无 1,700,000,000 17,000,000,000 0 0 0 0 0% - 准备 准备 否

全媒体云平台项目 无 986,000,000 986,000,000 0 0 0 0 0% - 准备 准备 否

新媒体购物平台项目 无 295,000,000 295,000,000 0 0 0 0 0% - 准备 准备 否

版权在线交易平台项目 无 200,000,000 200,000,000 0 0 0 0 0% - 准备 准备 否

优质版权内容购买项目 无 2,000,000,000 2,000,000,000 0 0 0 0 0% -

准 备 准 备

否

扩大电影电视剧制作产能 无 500,000,000 500,000,000 0 0 0 0 0% -

准 备 准 备

否

合计 — 8,251,000,000 8,251,000,000 0 0 0 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经董事会授权现金管理，在不超过56.81亿元额度范围内，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

保本型理财产品，截至报告期末，暂时闲置的指定募投项目资金累计购买相应理财产品55亿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三账户余额9,935,482,604.43（加结息）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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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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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 上市公司指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SH600637）。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指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东方明珠集团指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H600832）。

上市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百视通

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核准批复》（证监许可[2015]640号），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要求及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的授权，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换股吸收合并之换股程序、发行股份和支

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交割过户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等重组交割事项（详见2015年6月16日

上市公司公告文件《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发

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吸收合并涉及的东方明珠集团资产过户（包括土地、房屋、商标及对

外股权投资）的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1、土地房屋过户进展情况

东方明珠集团拥有土地使用权共9宗，总面积为137,934平方米；拥有房屋所有权共9处，建筑面积共

计6,814.46平方米。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正与各方共同稳步推进上述土地及房屋的承继过户手续。

2、商标过户进展情况

2015年7月6日，上市公司已委托北京天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

交了东方明珠集团名下的154项商标移转予上市公司的申请材料， 目前尚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局核准。

东方明珠集团已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均并入上市公司。上市

公司系本次吸收合并后的存续公司，在吸收合并后按照《公司法》合法承继东方明珠集团商标专用权。目

前，上市公司仍在办理商标专用权过户手续，上市公司对东方明珠集团拥有的商标专用权的拥有和使用

不受影响。

3、对外股权投资过户情况

2015年7月31日，东方明珠集团持有的上海精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并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同日上海精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除上

述股权投资已完成过户之外，东方明珠集团持有的其余对外股权投资过户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本公司将继续加紧推进上述资产过户工作，并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