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C145 版 ）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 2019 年度审计报告，按照美因基因《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约定，年度审计报告披露后 30 个工作日内（即 2020 年 6 月 16 日前），天亿
资产需向公司履行现金补偿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亿资产已按照协议补偿约
定向上市公司支付了 2019 年业绩承诺补偿款人民币 71,988,537.99 元。 具体详见公
司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3）。

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慈铭健康体
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实施方案的议案》。
2020 年 5 月 29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定向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
暨减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截至目前，公司已向天亿资产和上海维途发出
关于慈铭体检业绩承诺补偿的《通知函》，在公告期满后启动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
销手续。

天亿资产为公司控股股东、 上海维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控制的企业，
根据天亿资产和上海维途的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 公司认为其具有良好的履约能
力。 公司将尽快督促上述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0 年，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慈铭体检和美因基因的战略目标管理和风险管
控，督促其落实各项经营举措，以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

4、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应用指南》规定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方式形成的长期

股权投资的或有对价，初始投资时，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 - 或有事项》的
规定，判断是否应就或有对价确认预计负债或者确认资产，以及应确认的金额；确
认预计负债或资产的， 该预计负债或资产金额与后续或有对价结算金额的差额不
影响当期损益，而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或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 - 或有事项》及其指南和讲解规定和解释，对于或有资
产，企业在基本确定能够收到这项潜在资产并且其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应当将其确
认为企业的资产。 基本确定的概率区间是大于 95%但小于 100%。

证监会会计部组织编写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 案例解析（2019）》中
的案例 3-06“或有对价的确认与计量”中对于同控企业合并的或有对价，以及或有
对价如果是一项资产时的会计处理给出了更多实务指引，包括：当标的企业实际业
绩未达到业绩承诺， 出售方按规定需要向购买方返还部分对价时， 对于购买方而
言，其不能只是简单将合同约定需返还的金额认定为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不仅
要考虑当期实际利润与当期承诺利润的差异， 也要充分考虑对未来剩余业绩承诺
期的预期业绩达标情况，此外，还需要充分考虑对方的信用风险、货币的时间价值
等；以及，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合并方在合并中取得的净资产的
入账价值与为进行企业合并支付的对价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当调整所有者权
益的相关项目，不计入企业合并当期损益，那么合并方收到的现金补偿款作为合并
支付对价的调整也应计入资本公积。

5、本公司会计处理
在慈铭体检、美因基因两项交易中，股权转让方的控股股东均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企业，因此该两项交易均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根据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以及证监会的案例解析，本公司作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交易中业绩承诺被补偿方，依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或有对价会计处理原则，
需要将或有对价的变动调整资本公积，因此，慈铭体检、美因基因的股权转让方因
2019 年业绩不达标而给予本公司的业绩补偿不影响本公司 2019 年的合并损益。

具体而言，对于现金补偿，根据相关准则及证监会解释，公司在基本确定能够收
到这项补偿资产并且其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时， 将其确认为资产并调整合并层面的
资本公积。在编制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时考虑到，会计准则规定的“基本确定“的概
率要求很高，业绩补偿金额有待本公司与股权转让方确定的合格审计机构审核（该
审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完成），并且该业绩补偿调整不影响合并当期损益，公司基
于谨慎性原则未在 2019 年报确认此项资产并调整合并权益。

对于慈铭体检交易中的以股份补偿的部分（即以人民币 1 元回购注销补偿的股
份），相关调整基于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或有对价的处理原则，应调整合并权益，因此
在尚未履行召开股东大会等程序前，未在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注销相关补偿股份。
待上述补偿的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将相应调增资本公积。

（三）请结合上述（1）、（2）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对上述标的公司商誉减值的测
试方法、具体计算过程，分析所选取参数和预估未来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与以往年度存在重大差异， 本报告期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商誉减值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回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等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和证监会发

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 - 商誉减值》的相关要求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 在
进行相关减值测试时， 公司委托了中瑞世联对公司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相关的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并将可收回金额与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含商誉）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以确定是
否出现减值。

1、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
公司依据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收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分析，将

商誉按照形成该商誉的交易进行分摊，主要包括如下：
因同控合并收购慈铭体检保留的最终控制方收购慈铭健康而产生的商誉与慈

铭体检以及下属子公司相关，主要业务为经营慈铭品牌体检中心，整体作为资产组
组合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收购新新健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新健康”）产生的商誉与新新健康及下属
美兆品牌子公司相关，主要业务为经营美兆品牌体检中心，整体作为资产组组合进
行商誉减值测试；

收购安徽诺一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安徽诺一”）产生的商誉与安徽诺一及下属
子公司相关，主要业务为经营安徽当地品牌体检中心，整体作为资产组组合进行商
誉减值测试

收购深圳市鸿康杰科技有限公司产生的商誉与鸿康杰业务相关的子公司包括
深圳鸿康杰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鸿康杰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郑州鸿康杰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主要业务为对当地某企业集团提供体检服务，整体作为资产
组组合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其他单家收购的子公司以单独子公司作为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上述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为本公司基于内部管理目的对商誉进行监控的最低

水平。
2、商誉减值的测试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公司通过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与其账面价值比较，以确定是否发生减值。 可收回金额
的估计， 应当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中， 包含完整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暂无整体对外出售计
划，不存在销售协议价格，且乏交易活跃市场，可比交易案例不够充分，当前可获取
的信息尚不足以估计其公允价值。 因此选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估算包含商
誉所在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

商誉减值测试方法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
3、商誉减值测试具体计算过程
公司采用收益法对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含商誉）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评

估，以确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组简称
资产组的
账面金额

①

商誉原值
②

未确认归属
于少数股东
的商誉价值

③

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账面
价值④=①+

②+③

资产组可收
回金额⑤

本年度商誉减
值金额

⑥=（⑤-④)*
归属于母公司

比例

慈铭体检 78,610.33 299,637.44 28,464.91 406,712.68 344,900.00 57,288.86

深圳鸿康杰 834.85 25,463.37 4,857.25 31,155.47 23,200.00 6,681.03

新新健康 2,195.65 15,421.11 4,926.71 22,543.47 9,900.00 9,582.17

安徽诺一 5,789.56 10,918.46 10,866.14 27,574.16 25,400.00 1,089.69

成都奥亚 1,308.42 5,372.60 - 6,681.02 2,200.00 4,481.02

成都锦江 3,891.50 4,054.35 3,317.19 11,263.04 10,000.00 694.67

南通美年 3,749.46 3,955.41 3,800.30 11,505.17 9,100.00 1,226.64

唐山美年 2,116.97 3,622.35 898.52 6,637.84 6,400.00 190.58

海南美年 3,898.00 3,479.85 3,343.39 10,721.24 8,900.00 928.83

武汉高信 1,464.72 2,873.62 - 4,338.34 3,200.00 1,138.33

新疆普惠 1,191.78 2,568.51 - 3,760.29 3,100.00 660.29

株洲美年 1,306.46 2,543.15 - 3,849.61 2,900.00 949.60

温州奥亚 378.19 2,478.25 472.05 3,328.49 1,100.00 1,871.93

杭州萧山 1,639.23 2,472.24 2,375.29 6,486.76 2,800.00 1,880.25

杭州美溪 1,436.22 2,237.79 959.05 4,633.06 4,200.00 303.14

普洱美年 1,144.06 2,061.65 970.19 4,175.90 2,600.00 1,071.62

湘潭美年 1,307.08 2,019.30 181.33 3,507.71 1,800.00 1,567.00

绵阳美年 1,056.71 1,946.33 1,297.55 4,300.59 1,000.00 1,946.33

自贡美年 956.80 1,813.57 1,742.45 4,512.82 3,000.00 771.54

乐山美年 1,305.75 1,683.19 1,617.18 4,606.12 4,600.00 3.12

苏州美大 731.30 1,680.56 - 2,411.86 1,600.00 811.86

西昌美年 1,620.55 1,652.65 1,587.84 4,861.04 4,000.00 439.13

武汉亿生 1,407.47 1,540.76 - 2,948.23 1,800.00 1,148.23

德阳美年 1,049.25 1,397.99 1,343.16 3,790.40 1,600.00 1,117.10

广元美年 1,275.44 1,324.98 883.32 3,483.74 2,200.00 770.24

眉山美年 1,166.58 1,280.21 1,230.01 3,676.80 2,600.00 549.17

鄂州美年 944.84 1,141.40 1,096.64 3,182.88 2,900.00 144.27

南昌红谷 678.77 1,102.24 - 1,781.01 900.00 881.01

随州美年 1,026.41 884.55 849.86 2,760.82 2,600.00 82.02

潍坊慧尔 1,276.20 821.08 - 2,097.28 1,260.00 821.08

宁波易和 1,199.91 753.97 724.40 2,678.28 1,190.00 753.97

武汉一博 69.11 727.09 - 796.20 700.00 96.19

北京佳境 364.56 642.21 - 1,006.77 900.00 106.78

北京绿生源 333.08 595.65 - 928.73 800.00 128.73

潍坊美年 1,006.35 558.86 536.94 2,102.15 1,300.00 409.09

广东优一 725.28 500.92 500.72 1,726.92 900.00 413.55

成都凯尔 912.87 349.33 335.64 1,597.84 1,000.00 304.90

锦州美年 1,657.03 189.38 93.28 1,939.69 1,800.00 93.59

南京美仕年 1,486.39 83.95 - 1,570.34 1,480.00 83.95

合计 103,481.50

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公司于 2019 年度计提了商誉减值人民币 10.35 亿元。
4、商誉减值测试的重要参数及其选取原因和合理性
选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估算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

额，以预测的息税前现金净流量为基础，采用税前折现率折现，得出其可收回金额。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关键参数和预估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如下：
（1）营业收入 - 体检服务收入
体检收入的增长与体检中心客户接待能力、体检中心数量、经营天数、营业面

积、利用率、客户结构、客单价密不可分，其中，客户接待能力、体检中心数量、经营
天数、营业面积、利用率、客户结构等因素决定了体检中心的客户量，因此本次商誉
减值测试中对体检收入的预测，主要考虑了上述因素的影响，具体公式如下：

体检服务收入 =∑各类体检客户接待量×各类体检客单价
其中，各类体检客户接待量结合体检中心最大接待能力、利用率以及各类客户

结构占比确定；体检中心最大接待能力综合考虑体检中心数量、营业面积、经营天
数以及每天每平米最大接待能力确定。

（2）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主要包括人工、医疗耗材、外包体检费用、外送

检验费用、租金、折旧和摊销、差旅费、会议费和其他费用等，通过参考以往年度的
经营情况和未来规划对其进行分析预测。

（3）税金及附加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 号）相关规定，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故对体检收入不
再预测增值税。 对于其他收入，按 6%进行测算。 其他税金及附加按历史水平进行测
算。

（4）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主要为利息支出、利息收入、手续费、未确认融资费用等。
（5）税前折现率
税前折现率的确定，先根据税后现金流和税后折现率计算税后的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再根据税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以及税前现金流通过“单变量求解 "

求出税前折现率。
具体方法为以税后折现结果与前述税前现金流为基础， 通过单变量求解方式，

锁定税前现金流的折现结果与税后现金流折现结果一致， 并根据税前现金流的折
现公式倒求出对应的税前折现率：

式中：
Rai：未来第 i 年的预期收益（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
Ran：收益期的预期收益（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
ra：税前折现率；
n：未来预测收益期；

其中：WACC 为加权平均收益率；E 为股权价值；Re 为股权收益率；D 为付息债
权价值；Rd 为债权收益率；T 为法定所得税率。

（6）息税前现金净流量（预估未来现金流量）
息税前现金净流量 = 息税前利润 + 折旧和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增加

额
1）息税前利润
息税前利润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税金及附加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 + 税前利息支出
2）折旧及摊销
根据资产类别，对已有资产和今后每年资本性支出形成的各类资产，以现行的

折旧 / 摊销政策进行折旧 / 摊销的预测。
3）资本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是为了保证资产组生产经营可以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各资产组每年

需要进行的资本性支出。
4）营运资金增加额
营运资金的预测，一般根据各资产组最近几年每年营运资金占用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进行分析和判断， 在历史平均比例水平基础上结合公司目前及未来发展加以
调整。 通过计算一个资金周转周期内所需的资金，确定每年各资产组营运资金需求
量及营运资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根据预测商誉资产组未来付现成本以及年资金
周转次数预估年营运资金需求量，确定年营运资金的占用。

5）终值预测
采用永续年金的方式预测。
5、商誉减值测试是否与以往年度有差异
本公司在合理考虑商誉减值测试中的各项参数的基础上，结合商誉资产组 2019

年度实际业绩情况，综合考虑未来经营发展，对公司并购时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
测试，测试选取的估算方法恰当，测算模型公允，重要参数选取合理，重要假设恰
当。本次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估算方法、参数选取及测算过程也与 2018 年及以前年
度保持了一致， 出现商誉减值主要是由于公司基于市场变化对未来业绩预测下调
导致，本次商誉测算结果具有合理性。

6、本报告期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9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人民币 10.35 亿元，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2019 年受宏观经济波动和内部优化调整影响， 部分体检中心平均客户到检

数量有所下降，致使产能利用率不足；
2）2019 年公司主动开展预约限流，减少低价订单，全年总接待人次较上年同期

有所下降；
3）部分新收购体检中心尚处于整合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与美年品牌的协同

效应尚未得以显现。
综上所述，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是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以及未来经营情况的审慎

预测所得，具备合理性。
7、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公司根据 2019 年的经营情况， 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和公司未来战略的基础

上，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和《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 - 商誉减
值》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商誉计提了减值，不存在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充分的
情形。

（四） 你公司在一季报中预计 2020 年半年度净利润为亏损 6.5 亿元至亏损 8.5
亿元，请详细说明新冠疫情对你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你公司是否存在进一步商誉
减值的风险。 并说明你公司对各子公司的整合情况、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核心管理
团队是否稳定以及相关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对个别人员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形，是
否存在失控的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对（二）、（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新冠疫情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直接导致公司遍及全国的体检中心不能正常营业。

由于公司体检中心规模较大，部分固定成本如财务费用、人员基本工资、设备折旧
及装修摊销的基数仍然较大，造成同比业绩大幅下降。

疫情期间，公司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开展抗疫工作，派出 200 名专业医疗人员出
征武汉，与国家医疗队统一编制，向公众开放线上义诊服务并捐赠大批医疗物资。
这一系列的行动不仅获得了各级政府的赞许，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也极大的增
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品牌影响力，为后续业务和运营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公司利用自身优势，创新推出返岗复工专项筛查，助力企业客户快速复工
复产。 受疫情防控影响，各地体检中心复工需经当地卫监部门严格审批，且复工后
严控体检中心接待量，确保客户体检安全，导致公司一季度接待人次、客单价及收
入较上年同期均大幅下滑。

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公司业务正逐步复苏，此外民众对健康的重视程度加强，
尤其是预防方面的筛查诊断需求会大幅增加， 公司的业务开展将会快速恢复并保
持高质量运营。

综上所述，基于目前公司管理层所获取的信息，公司判断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减
值的风险。

2、公司子公司的整合情况
公司建立集团、区域、省级、市级子公司四级管理制度，每层级均设有医质、人

力、法务、财务、销售、采购、市场等方面管理人员，加强对子公司运营的管理，提高
整合协调效率，此外公司定期展开检查培训，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业务技能及管理
水平，提高公司运行效率。

（1）在医疗质量管控上，公司形成了人脸识别、血液追踪、AI 影像筛查等独具特
色的医疗质控标准，还建立了三级质量管理、重大阳性报告、诊断报告控制等制度，
通过自查、互评严格控制体检中心的日常运营和员工业务操作规程，举办医疗业务
专项培训大会，使体检检测标准化。 公司在持续完善提升医疗质量管理体系方面，
不断创新并持续改进，通过一系列内部制度管理的加强，夯实公司医质基础。 硬件
设备上，公司通过统一采购平台，采购西门子、飞利浦、东芝、联影等具有影响力的
中外品牌。 软件方面，通过运用西门子、飞利浦分析系统软件及微医、大象医疗等医
疗资源， 实现精准体检。 同时还不断推出具有创新性的优质体检项目：“美年好医
生”、“1+X 专项健康管理”产品等。 在专业的团队上，现拥有近 4 万名院士、教授、主
任医师、健康顾问、医疗人员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创立专家组，负责制定体检套餐
和临床体检战略，保障医疗质量。

（2）在人力及法务方面，学习阿里巴巴绩效管理制度，完善和加强各分子公司绩
效管理和考核。 借鉴阿里巴巴培训体系，从课程、方法等方面强化人才培养，激励员
工共担责任、共享利益，与企业共同成长与发展。 与此同时，以集团为核心辐射各层
级子公司，公司也拥有专业的法务团队，将法务管理融入公司管理，参与子公司重
要合同审查、员工的法律培训、参与起草落实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以及处理公司
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等。

（3）在财务管理上，公司逐渐实现垂直化管理的财务体系，加强集团对关键业务
条线的直接管控，同时加强风险控制、提升质量水平和不断优化绩效。 在此基础上，
公司目前正在筹建财务共享中心，进行财务组织架构的深度变革。 将财务岗位职能
向广阔和纵深发展，以提供分析、管控、决策支撑等管理会计职能为主，从而加强对
各层级子公司整体的财务管理，提高财务工作运行效率。

（4）在采购方面，公司建立全国采购平台，统一招标采购流程，统一采购标准，
将规模优势转换为谈判优势，提高采购效率。 医疗设备供应商包括：飞利浦、西门
子、佳能、联影、朗润、万东医疗、迈瑞等国内外大型厂商。 公司与大型供应商签订集
采合同，降低了整体的谈判、采购成本，同时也较好地控制子公司采购风险。

（5）在销售及市场方面，公司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拓展销售平台，除传统线下销售
以外，积极拓宽线上营销业务，发挥协同效益，提高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3、内部控制评价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督要求，

结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公
司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
评价。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监管问题
解答》（2011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的相关豁免规定，未将于 2019 年度并购的子公司
福清市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江门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 30 家纳入
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不
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存在个别财务报表内部控制一般缺
陷，该类缺陷可能导致的风险均在可以控制范围内，对公司财务报告不构成实质性
影响，并且公司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并落实整改，不影响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结论。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非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公司聘请了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毕马威华
振专字第 2000613 号）。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认为，美年健康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

4、管理团队情况
公司的经营管理依靠的是完善的管理制度，核心团队（包括集团、区域、省级及

城市管理团队）基本稳定。 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内部控制的要求及自身业务特点，设
置相关职能部门，并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职责。 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相互
协作、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形成了一体的管理控制体系，进一步规范公司内部流程
化运作机制，公司不存在对个别人员重大依赖的情形，亦不存在失控的风险。

年审会计师意见：
1、我们在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针对慈铭体检、美因基因业绩承诺设计

并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 获取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查阅协议中的业绩补偿承诺的具体条款；
-� 获取 2019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 评价管理层会计处理的适当性。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与慈铭体检、美因基因业绩承诺相

关的 2019 年度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我们在对公司 2019 年的财务报表的审计过程中已经充分关注美年健康商誉

减值测试相关事项，针对该事项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包括：
-� 了解和评价与商誉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 基于我们对美年健康业务的理解， 评价管理层在编制减值测试模型时采用

的方法以及将商誉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及资产组组合的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 将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采用的关键假设与相关资产组及资产组组
合的历史情况进行比较， 包括未来收入增长率、 未来运营成本变动及未来资本支
出；

-� 将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中使用的收入增长率、 未来运营成本变动以
及未来资本支出，与经批准的财务预算进行比较；

-� 利用毕马威估值专家的工作， 评价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中所使用的折现
率的合理性；

-� 获取管理层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中使用的折现率和其他关键假设的敏
感性分析， 并评价关键假设的变化对减值测试的可能影响以及是否存在管理层偏
向的迹象；

-� 将上一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中的假设与本年度实际情况进行比较， 以考虑是
否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 评价在财务报表中对商誉减值评估以及所采用的关键假设的披露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对与商誉减值准备相关的会计处理在所有
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另外，我们已在 2019 年度审计中将商誉识别
为关键审计事项，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在审计报告中进行了相应披露。

六、年报显示，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22.93 亿元，同比增长 16.40%，坏账准备余
额 1.63 亿元。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你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分别为
65.65 天、71.84 天、89.99 天。

（一） 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特点和业务发展情况说明近年来应收账款不断增长的
原因、与收入增长幅度是否匹配。 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情
况说明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及对你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回复：
公司近年来应收账款不断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业务规模快速扩张，新增并表

体检中心带来增量客户及销售收入的增长，进而导致应收账款同步增加。 报告期各
期，公司销售收入增长率及期末应收账款增长率比对如下：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收入（万元） 852,502.61 845,845.02 623,305.08

增长率 0.79% 35.70% 44.48%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万元） 229,257.44 196,948.71 140,643.94

增长率 16.40% 40.03% 34.36%

由上表可见，2019 年度收入同比增长 0.79%，应收账款同比增长 16.4%，主要系
2019 年团检收入占比约为 78%，较 2018 年团检收入占比增加 3%，该项因素造成应

收账款增加 2.47 亿，剔除该项因素 2019 年末应收账款同比增加 3.86%，与收入增幅
基本匹配，其余年份应收账款与收入增长幅度较为匹配。

体检行业是以单个消费者体检服务完成为确认收入的原则。体检业务分为团检
客户与个检客户， 其中个检客户一般不产生应收款项， 应收账款主要源于团检客
户。 在开展体检业务时，公司会与团检客户约定一定期限的体检服务期，隶属于该
团体的个人可自主选择预约在该段期限内的任意一天进行体检。 待体检服务期结
束后， 公司会与该团体核算具体体检人数及应当收取的款项金额。 款项结算完成
后，客户还享有正常的付款信用期。 根据合同的折扣、总价给与一定的信用期限。 应
收账款逾期两个月以上的债务人会被要求先清偿所有未偿还余额， 才可以获得进
一步的信用额度。 团检客户一般以银行汇款方式支付体检款项。 因此，公司的收入
确认时间与团检客户付款时点存在时间差，导致公司账面上的应收账款金额较高。

健康体检行业原可比上市公司为爱康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
国宾”），（NASDAQ：KANG），爱康国宾已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SEC）提交 Form� 15-12b 文件，表明其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正式退市，故无法取
得其公开数据进行对比。

（二）请你公司结合业务开展、收入确认、信用政策、结算模式、回款情况详细说
明近三年来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持续上升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公司主营业务为提供健康体检服务，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是根据与客户约定的

价格以及实际到检的人数，在完成体检服务时确认收入。
如前述介绍，应收账款主要源于团检客户。 公司的完成约定体检服务并确认收

入时间与团检客户付款时点存在时间差，导致公司账面上的应收账款金额较高。
公司近三年收入和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2019年度 /2019年末 2018年度 /2018年末 2017年度 /2017年末

销售收入 852,502.61 845,845.02 623,305.08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229,257.44 196,948.71 140,643.94

销售的回款现金 833,367.97 839,090.14 636,550.36

近年来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全国范围内加强市场覆盖度以及客户拓展
力度，客单价的提升，造成客户的信用期延长，故期末应收账款增加。

公司 2019 年收入 85.25 亿元， 回款 83.34 亿元；2018 年收入 84.58 亿元， 回款
83.91 亿元；2017 年收入 62.33 亿元， 回款 63.66 亿元， 三年的销售回款占销售收入
的比例较为平稳，符合公司正常的经营规律。

（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主要业务最近三年收入确认时点、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
在差异，并说明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回复：
美年健康近三年营业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852,502.61 845,845.02 623,305.08

本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提供健康体检服务，收入确认的依据是以客户约定的价格
以及实际到检的人数，于完成体检服务时确认收入。 上述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采用一致的收入确认会计政策。
健康体检行业原可比上市公司为爱康国宾， 其已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正式退

市，故无法取得其公开数据进行对比。
（四）请结合你公司的销售信用政策、期后回款情况、收入确认政策、近三年坏

账损失率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应收账款中是否存在关联
方。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的应收款项主要来源于应收客户体检服务款。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公司

在组合计提中采用账龄分析法对余额计提坏账准备，2018 年末和 2017 年末按信用
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账龄及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8年末 2017年末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187,286.43 - 135,139.59 -

1年至 2年 12,079.50 3,623.85 30% 6,830.25 2,049.08 30%

2年至 3年 2,413.25 1,206.62 50% 1,446.36 723.18 50%

3年以上 2,575.56 2,575.56 100% 1,711.56 1,711.56 100%

合计 204,354.74 7,406.03 145,127.76 4,483.82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在组合计提中按照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余额计提坏账准备，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基于历史实
际信用损失经验计算，并考虑了历史数据收集期间的经济状况、当前的经济状况与
本公司所认为的预计存续期内的经济状况。 单位：万元

账龄
2019年末

应收账款（万元）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203,942.71 203.94 0.10%

1年至 2年 32,753.16 9825.95 30%

2年至 3年 5,182.92 2591.46 50%

3年以上 3,687.51 3687.51 100%

合计 245,566.30 16,308.86

如前述介绍，应收账款主要来源于团检客户。在开展体检业务时，公司会与客户
约定一定期限的体检服务期， 隶属于该团体的个人可自主选择预约在服务期限内
的任意一天进行体检。 待体检服务期结束后，公司核算实际到检人数及其应当收取
的款项金额；或者，双方按照约定在月（季）末核算当月（季）发生的体检人数及应当
收取的款项金额。 款项结算完成后，客户还会享有一定账期的付款期限。

公司管理层根据业务模式及历史情况评估认为 1 年以内应收账款不能回收的
风险较低，处于正常回款期限内，因此对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计提 0.1%坏账准备。
2017 年末、2018 年末及 2019 年末， 公司账龄在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占比
为 93.12%、91.65%、83.05%。 2019 年收到的总现金回款为 83.34 亿，回款情况良好，
账龄结构合理，应收账款质量较好，主要系公司在销售过程中与经认可的、信誉良
好的客户进行交易，且公司对账款余额，应收账款账龄进行持续监控，进而确保整
体信用风险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公司近三年实际坏账损失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应收账款 245,566.30 204,354.74 145,127.76

坏账准备 16,308.86 7,406.04 4,483.82

核销金额 208.75 14.11 7.22

坏账损失率 1.28% 0.19% 0.16%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中存在关联方，合计金额 19,853.57 万元，占应收
账款总额的 8.08%。

综上，公司系依据自身业务模式、客户结构，充分评估了应收款项的风险特征，
本着谨慎、稳健、合理的原则，制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坏账计提方法。 报告期内，公
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充分、合理地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 2019 年的财务报表的审计过程中已经充分关注美年健康收入确

认政策、 应收账款相关事项。 我们在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针对收入确认政
策、应收账款设计并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 了解并测试美年健康与体检服务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
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 利用毕马威信息技术专家的工作， 了解和评价相关信息系统的设计和运行
有效性，包括：系统的信息技术一般控制（包括系统访问控制、程序变更控制、程序
开发控制和计算机运行控制）及系统间数据传输控制等；

-� 在抽样的基础上，将本年记录的体检服务收入核对至销售合同或系统订单、
导检单、 体检报告等支持性文件， 以评价已确认的体检服务收入的存在性和准确
性，并且符合美年健康体检服务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 根据客户的交易特点和性质，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程序；
-� 在抽样的基础上，检查导检单、体检报告等支持性文件，以评价接近资产负

债表日前后的体检服务收入是否已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 选取本年度符合特定风险标准的与收入确认相关的会计分录， 检查相关支

持性文件；
-� 在抽样的基础上，从应收账款明细账出发，将款项收回核对至银行水单、网

银流水；
-� 获取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选取样本，复核与应收账款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

件，评价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中的账龄区间划分是否恰当，检查账龄分析表的准确
性；

-� 获取公司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迁徙率、历史损失率、预期损失率、前瞻性资
料调整等数据进行复核和评估，分析其合理性，并重新计算信用损失余额；

-� 根据关联方清单上所列示的关联方名称，核对至公司应收账款的明细账，以
识别财务报表中披露的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是否完整；

-� 评价收入确认政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基于上述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与收入确认政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另外，我们已在 2019 年度审计中将
收入确认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在审计报告中进行了相应披
露。

七、年报显示，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 3.65 亿元，其中含押金 1.36 亿元，往来
款 1.02 亿元，保证金 9,382.67 万元，其他 2,586.94 万元。坏账准备余额 666.12 万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中含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 6.59 亿元，同比增长 82.74%。

（一）请说明前述押金、往来款、保证金及其他的具体内容、对手方名称及对应
金额， 是否存在关联方， 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性质款
项；如存在，请说明你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情况。

回复：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押金 13,559.56

往来款 10,239.54

保证金 9,382.67

备用金 757.35

其他 2,586.94

合计 36,526.06

1、押金（包括非关联方和关联方押金）
（1）非关联方押金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对手方名称 2019年年
末余额

是否为
关联方

是否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或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性质款项

履行程序
和披露

房屋租赁押金 房屋出租方 12,318.59 否 否 不适用

印刷品押金 温州鹏展印业有限公司 165.00 否 否 不适用

融资租赁押金 融资租赁出租方 133.69 否 否 不适用

网商平台押金 各网商平台 73.91 否 否 不适用

股权转让押金 股权出让方 51.90 否 否 不适用

体检履约押金 团检客户 40.70 否 否 不适用

投标押金 团检客户 30.83 否 否 不适用

全国其他押金 其他 277.79 否 否 不适用

非关联方押金合计 13,092.41

（2）关联方押金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对手方名称
2019年
年末余
额

是否为
关联方

是否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或对
外提供财务资
助性质款项

履行程序和
披露

房屋租赁押金 上海天亿弘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77.48 是 否 不适用

房屋租赁押金 北京天亿弘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3.07 是 否 不适用

房屋租赁押金 上海天亿弘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1.79 是 否 不适用

房屋租赁押金 上海百瑞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3.29 是 否 不适用

其他押金 各网商平台 31.52 是 否 不适用

押金合计 467.15

2、往来款（包括非关联方和关联方往来款）
（1）非关联方往来款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对手方名称
2019年
年末余
额

是否为
关联方

是否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或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性质

款项

履行程序
和披露

固定资产转让 固定资产受让方 1,255.37 否 否 不适用

其它杂项 股权出让方 2,064.39 否 否 不适用

收购未完成应退回股权转让款 股权出让方 1,398.14 否 否 不适用

预支款项 业务人员 1,798.28 否 否 不适用

设备合作款 设备合作方 538.67 否 否 不适用

非关联方往来款合计 7,054.85

（2）关联方往来款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对手方名称
2019年
年末余
额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或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性质

款项

履行程
序和披
露

临时性资金往
来

云南慈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广福体检
中心 603.00 是 否 否 3

临时性资金往
来 重庆美益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96.94 是 否 否 2

临时性资金往
来 烟台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511.50 是 否 否 2

临时性资金往
来 乐山慈铭健康体检服务有限公司 264.73 是 否 否 2

固定资产转让 4 哈尔滨美铭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82.93 是 否 是

固定资产转让 武汉美慈奥亚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458.21 是 否 是

固定资产转让 武汉美慈奥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51.62 是 否 是

固定资产转让 无锡慈铭奥亚门诊部有限公司 126.44 是 否 是

固定资产转让 固定资产受让方 90.61 是 否 是

收购未完成应
退回股权转让

款
重庆美兆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198.92 是 否 不适用

设备合作款 设备合作方 99.79 是 否 不适用

关联方往来款合计 3,184.69

32019 年度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未及时履行程序和披露 ，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 《2019 年度报告 》中披露了该事项 。

42019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收购哈尔滨美铭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哈尔滨美铭"）的 44.1176%股权 ，哈尔滨美铭成为公司的联营公司及关联方 。 在完成
收购股权事项之前 ，公司已向哈尔滨美铭转让固定资产合计 482.93 万元 ，形成本报
告期期末的其他应收款项 。 由于该资产转让业务在哈尔滨美铭成为公司关联方前
发生 ，因此未在年度审计报告的关联方资产转让中披露 。

3、保证金（包括非关联方和关联方保证金）
（1）非关联方保证金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对手方名称 2019年年
末余额

是否为
关联方

是否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性质款

项

履行程序
和披露

股权转让保证金 /意向
金 股权转让方 6,280.00 否 否 不适用

履约保证金 团检客户 558.66 否 否 不适用

房租保证金 房屋出租方 552.25 否 否 不适用

其他保证金 其他 153.09 否 否 不适用

非关联方保证金合计 7,544.00

（2）关联方保证金
单位：万元

具体内容 对手方名称
2019年
年末余
额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或对
外提供财务资
助性质款项

履行程
序和披
露

股权转让保证金 /意向
金 江苏华康职业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300.00 是 否 不适用

股权转让保证金 /意向
金 上海美楷门诊部有限公司 1,000.00 是 否 不适用

股权转让保证金 /意向
金 成都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21.69 是 否 不适用

股权转让保证金 /意向
金 广东美慈奥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是 否 不适用

股权转让保证金 /意向
金

烟台美年福田健康体检管理有限
公司 87.11 是 否 不适用

股权转让保证金 /意向
金

福州慈铭奥亚健康体检中心有限
公司 69.87 是 否 不适用

股权转让保证金 /意向
金 永嘉友好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60.00 是 否 不适用

保证金合计 1,838.67

4、其他
其他应收款的其他主要包括员工社会保障代收代付款、待取得抵扣凭证的进项

税、垫付款等，该部分无关联方往来款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具体内容 对手方名称 2019年年
末余额

是否为
关联方

是否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性质款项

履行程序
和披露

员工社会保障代收代付
款 公司员工 686.72 否 否 不适用

待取得抵扣凭证的进项
税 不适用 845.51 否 否 不适用

垫付款 其他 84.22 否 否 不适用
员工借款 公司员工 190.29 否 否 不适用
其他 其他 780.20 否 否 不适用

公司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 其他应收款中的往来款有
799.94 万元为控股股东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有 776.23 万元为与联营企业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截至公司 2019 年报披露日，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已经全额
偿还，具体情况详见问题一的回复。

其他应收款中的其他金额均为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所必须的房租押金、股权转让
保证金、固定资产转让待收款、备用金、员工借款等款项，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性质款项。

（二）请说明长期应收款的具体内容，本报告期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公司长期应收款主要由控股子公司上海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

务形成，2018 年末及 2019 年末，长期应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
比例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融资租赁款（含一年
内到期部分）

146,956.6
2 1,345.91 145,610.7

1 109,222.68 - 109,222.68 34.55%

保理业务款（含一年
内到期部分） 2,492.67 34.92 2,457.75 1,251.89 - 1,251.89 99.11%

融资租赁业务保证金 96.81 - 96.81 75.94 - 75.94 27.48%

合计 149,546.1
0 1,380.83 148,165.2

7 110,550.51 - 110,550.51 35.27%

根据上表， 报告期末的长期应收款（含一年内到期部分） 较上年年末增长
35.27%，系本报告期以体检设备为标的的融资租赁业务发展所致。 公司融资租赁业
务的客户均来源体检市场，随着新设门店增多、体检行业对先进设备的要求提高，
客户对体检设备的采购需求逐步增加。 并且，本报告期的融资租赁业务结算方式与
以往年度保持一致，均为按月结算。 因此，相关业务的应收融资租赁款相应增长情
况合理。

（三）请根据实际情况，说明其他应收款和上述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合理，是否符合会计审慎性原则，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其他应收款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坏账计提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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