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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18-009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的公告 

 

 

 

为真实反映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现行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末对公司及分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

各类资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后，决定对部分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

资产损失。具体情况如下： 

一、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1.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说明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计量，当存货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时，存货按成本计量；当存货成本高

于可变现净值时，存货按可变现净值计量，同时按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记入当期损益,对已售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的，应结转已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冲减当期营业成本。 

（1）母公司结转、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2017 年，钨产品价格较年初有一定幅度增长，年末公司对库存商品、在产

品等存货对应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进行测算，母公司仅钨材部分滞销产品

产生了跌价损失，2017 年末存货跌价损失余额应为 55.31 万元，2016 年因产品

销售应转销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 162.02 万元，减去期初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278.55 万元，报告期应冲回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 61.22 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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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结转、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2017 年，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澳克泰”）

涂层刀片完成部分系列产品开发，产、销量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产品生产成

本也有一定的下降，但由于受年初库存产品成本较高和产品促销政策等的影响，

年末公司对库存商品、在产品等存货对应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进行测算，

确认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为 9,608.80 万元；2017 年因产品销售应转销

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 4,914.05 万元，减去期初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8,270.58

万元，2017 年应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6,252.27 万元。 

（3）母、子公司结转、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并数据 

2017年度母公司与子公司赣州澳克泰账面补提存货跌价准备6,191.05万元，

合并财务报表进行母子公司内部交易未实现对外销售部分存货抵消时，反向抵销

子公司该部分存货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498.88万元后，实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692.17万元，产品销售转销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5,076.07万元，因存货跌价

准备导致报告期上市公司合并净利润减少616.10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计提） 

本期减少 

（转销） 
期末余额 

母公司 

库存商品 200.72 16.61 162.02 55.31  

在产品 77.83 -77.83  
 

0.00  

小计 278.55 -61.22 162.02 55.31 

子公司 

(赣州澳

克泰) 

库存商品 7,205.68 6,000.68 4,914.05 8,292.31  

在产品 1064.9 251.59   1,316.49  

小计 8,270.58 6,252.27 4,914.05 9,608.80 

合并 

库存商品 7,282.40 5,652.71. 5,076.07 7,859.04 

在产品 1,142.73 39.46 
 

1,182.19 

合计 8,425.13 5,692.17 5,076.07 9,041.23 

 

2. 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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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允评判赣州澳克泰固定资产的经济价值，公司委托中瑞世联资产评估

（北京）有限公司对赣州澳克泰 288 项主要生产设备（包括过滤冷却设备、无心

磨床等147项进口机器设备及 141项国产机器设备）未来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

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的销售净价（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预期从该

资产的持续使用和使用寿命结束时的处置中形成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

行比较，两者之间的较高者。经测算，各项指标如下表：  

指标 金额（万元） 

账面净值 39,537.82 

公允价值 38,689.34 

销售净价 37,528.66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6,311.74 

减值准备 2,009.16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三章第六条“可收回金额应当根

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

之间较高者确定”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评估的可收回金额为37,528.66

万元，确认赣州澳克泰机器设备评估减值2,009.16万元，减值率5.08%。 

3. 公司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截至 2017 年末，公司客户“安徽禾恒冶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欠款金额

168.32 万元，账龄 4 年，由于经过多次催收货款不到，公司已通过法律诉讼程序

催收此款，未来能收回的金额无法确定，根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

理制度》的规定，适应按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二、 确认资产损失情况 

1. 固定资产损失情况 

2017年，公司因自动化改造淘汰了部分资产，以及矿山洪灾致使部分资产损

失等事项，经管理和使用部门鉴定确认资产报废，共计发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549.79万元。 

2. 在建工程损失情况 

因工艺改进导致2台未安装设备淘汰，以及为提升棒材生产线工艺水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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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口喷涂设备一台，但由于供应商无法按公司要求的技术参数提交设备，代理

律师认为该经济事项涉及国际法律，诉讼成本过高，且损失挽回的可能性很小，

故公司决定放弃追偿，确认资产损失105.48万元。 

3. 公司探矿投入损失情况 

根据1999年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和地质勘查单位探矿权采矿权会计

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字〔1999〕40号）之规定，对矿产企业在预查、普查、

详查、勘探等地质勘查阶段所发生的费用，先在“地质勘察成本”核算，探矿结

束形成地质成果的，转入“地质成果”核算，不能形成地质成果的，应转作损失，

一次性记入当期损益。 

根据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赣南地质调查大队2017年12月出具的《江西

省崇义县白溪矿区阶段性普查地质报告》显示，虽然发现有些钨、锡、铜等异常

区及少量矿化点，但从取样化验数据反映暂时没有发现钨、银等金属工业矿体存

在，公司决定放弃对该矿区的探矿工作，之前在该矿区累计投入探矿成本972.25

万元，确认资产损失972.25万元。 

4. 公司核销应收账款情况 

2017 年，公司共核销应收账款金额为 846.18 万元，其中“龙岩金釜硬质合

金工具有限公司”单个客户核销金额为 831.41 万元，根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2017 年龙岩金釜等客户应收账款共确认损失 846.18 万

元。 

三、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不含以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7,869.65 万元，因产品

销售转销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5,076.07 万元,导致 2017 年上市公司合并净利润

减少 2,793.5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减少 2,793.58 万元。 

本次确认资产损失 2,473.70 万元，导致 2017 年上市公司合并净利润减少

2,473.7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减少 2,473.70 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合计导致报告期上市公司合并净利

润减少 5,267.2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减少 5,267.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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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资产损失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初审确定，最

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四、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资产损失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资产损失的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事项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遵

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

资产损失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六、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事项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已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事宜，向我

们提供了详细资料，并向我们做了充分的说明，为我们作出独立判断提供了帮助。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方式、确认

方式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

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 

七、 监事会关于本次事项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是在

2017 年 12 月末对公司及分子公司的各类资产全面清查的基础上进行充分分析和

评估后确定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使公司 2017 年

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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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资产损失

的合理性说明； 

4.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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