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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对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由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美化工”）转来的贵部《关于对广

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347 号）已

收悉，根据贵部要求，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对贵部

在年报问询函中提出需我们发表意见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询函问题 2、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广东英农集团有限公司和濮阳市中炜化工有限公

司分别继续亏损 4,915万元、4,795万元，报告期末，上述两家子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28,375

万元，占你公司合并报表期末固定资产净额的 49.33%，请：（2）结合上述子公司的经营环境、

主要固定资产情况等补充披露上述子公司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测算过程，并说明相关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广东英农集团有限公司和濮阳市中炜化工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测算过程 

（1）广东英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农集团”）固定资产主要集中在下属子公司广

东英农农牧有限公司，主要为生猪生产所需要的猪舍、仓库，生产配套办公室、职工宿舍、污

水处理站及配电房等；养猪专用设备、锅炉、办公设备、运输车辆、冷藏柜、收银设备等； 

广东英农农牧有限公司用于生产生猪的固定资产设计最大产能为年生产生猪 28000 头，目

前公司实际产能为年生产生猪约 25000 头，基本达到设计产能，处于饱和使用状态，不存在闲

置和待报废状况。 

（2）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炜化工”）固定资产主要为： 

①房屋建筑物为生产用房及配套办公用房，于 2009 至 2015 年间陆续建造，房屋位于河南

省濮阳市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内，总建筑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泵房、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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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车间、成品仓库、办公室、车库等生产用房及配套用房，2017 年 12 月 31 日时上述房屋均

已投入使用。 

②中炜化工设备主要为异辛烷、异丁烷、稳定轻烷、丁烷液化气、C5 装置、加氢制氢装置

生产及配套设备，主要存置于企业生产车间内，具体包括：A、调油灌、反应装置、冷却装置、

C5 装置、加氢制氢装置等生产设备；B、直流屏、储罐区液位计、气象色谱仪、分析仪等生产

辅助检测设备；C、球罐、锅炉等生产配套设备； 

③其他设备：电脑、打印机、空调等办公设备；别克商务车、本田雅阁等运输设备。 

中炜化工固定资产分布于精细化工和大化工两个制造部门。2017 年度起精细化工主要采用

自营模式，大化工采用委托加工模式收取加工费形式经营，目前全部固定资产均处于饱和使用

状态，不存在闲置及待报废状态。通过对经营方式的完善、委托加工费的提高将逐步提高资产

组合的盈利能力实现扭亏并达到预期收益。 

（3）资产减值测试过程 

德美化工委托广州市新睿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英农集团和中炜化工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价值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并出具新睿棋咨报字【2018】第 0329号、

新睿棋咨报字【2018】第 0330 号专项咨询报告。本次价值测算中采用重置成本法，对上述两家

公司的固定资产市场价值进行测算： 

房屋建筑物根据其特点和资料收集情况采用重置成本法，从不同结构类型的房屋中选取有

代表性的典型建筑，根据典型建筑竣工决算资料的实际工程量，套用建筑物所在地建设部门颁

布的各类定额、计费费率和其他有关文件，计算出综合造价、前期费用、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

确定重置成本。然后通过观察法、年限法、部位打分法综合评定成新率。其他同类型建筑物可

参考典型建筑的各项指标调整确定重置成本和成新率。 

机器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测算时，成本以现行市场价格加上必要的运杂费、安装调试

费和资金成本确定。设备的成新率，以年限法为主，结合现场对设备的勘察，全面了解设备的

原始制造质量，技术性能，使用维护情况，以及现时同类设备的性能更新，技术进步等影响因

素，综合考虑设备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可能存在的经济性贬值确定其成新率。 

车辆采用重置成本法测算时，以现行市场价格，加上车辆购置附加费、牌照费确定；成新

率的确定根据车辆的实际状况，采用行驶里程或年限法确定。 

由于近年人工、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房屋建筑重置成本较账面价值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同

时公司制定会计政策时，固定资产预计折旧年限是从谨慎角度出发并参照同行业普遍情况确定

的，在测算其市场价值计算资产成新率时一般采用资产的经济耐用年限，经过分析，资产的经

济耐用年限长于或者等于会计折旧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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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英农集团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4,640万元，测算价值为

4,754 万元；中炜化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23,735 万元，测试价值为 27,216 万元。英农集团和

中炜化工两家公司的固定资产均未发生减值。 

2、会计师的意见 

经复核德美化工关于广东英农集团有限公司和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减值

测试的测算过程，我们认为德美化工上述子公司的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结论是合理的。 

问询函问题 3、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账面净额为 8,959 万元，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商誉减

值测试的过程、关键参数、参数取值的合理性，并说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德美化工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1）德美化工 2017 年度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持股比

例（%） 
商誉原值 

年初累计计

提减值准备 

本年计提

减值准备 

年末累计计

提减值准备 

商誉年

末净值 

浙江德美博士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71.84 1,006.88 - - - 1,006.88 

明仁精细化工（嘉兴）有限公司 54.00 5,597.35 - - - 5,597.35 

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72.77 2,473.30 989.32 1,483.98 2,473.30 - 

北京德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81.12 81.12 - 81.12 - 

四川中炜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60.00 207.35 103.67 103.67 207.35 - 

秘鲁施华特公司 51.00 3,508.56 1,154.16 - 1,154.16 2,354.40 

合计 — 12,874.55 2,328.27 1,587.65 3,915.93 8.958.63 

（2）德美化工 2017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及方法 

德美化工管理层根据历史经验及对市场发展的趋势分析，合理预测上述各公司其未来的利

润指标和现金流量，评估与各商誉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德美化工根据公司自身近 5 年的

净资产报酬率，以及同业务可比上市公司传化智联（股票代码：002010）近 5 年的净资产报酬

率，取两者的算术平均数 8.47%作为德美化工本次减值测试预测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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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及相关规定，德美化工商誉减值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浙江德美博士达高
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明仁精细化工（嘉
兴）有限公司 

濮阳市中炜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中炜节能
技术有限公司 

秘鲁施华
特公司 

商誉年初账面价值 1,006.88 5,597.35 1,483.98 103.67 2,354.40 

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
商誉价值 

394.68 4,768.12 555.29 69.12 2,262.07 

调整后的商誉账面价值 1,401.55 10,365.47 2,039.28 172.79 4,616.46 

资产组有形资产的账面
价值 

1,766.26 7,578.48 99.11  192.89 3,726.43  

资产组账面价值 3,167.82 17,943.95 2,138.38  365.68 8,342.89  

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5,368.06 26,376.72 12,830.00 192.89 10,067.49 

商誉减值损失 - - - 172.79 - 

按股权比例应确认的商
誉减值损失 

- - 1,483.98 103.67 - 

①计提中炜化工商誉减值准备 

德美化工委托广州市新睿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德美化工持有中炜化工 72.77%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测算并出具新睿棋咨报字【2018】第 0331 号专项报告，参考测算报告对中炜

化工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测算结论商誉测试结果未发生减值。 

考虑到中炜化工已持续亏损，2017年末净资产仅为 99.11万元，基于谨慎性考虑，德美化

工 2017 年对其商誉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②计提四川中炜商誉减值准备 

中炜化工 2015 年 10 月投资四川中炜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经营空调节能改造服

务及相关产品的销售。自中炜化工投资以来该公司持续亏损，考虑到外部市场环境不如预期，

未来现金流量较难预测，中炜化工基于谨慎性原则，以四川中炜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账面净资产

作为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对其商誉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③其他公司的商誉，经商誉减值测算不存在减值情况。 

2、会计师的意见 

经与德美化工管理层讨论其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并复核德美化工商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

程，我们认为德美化工的商誉减值测试结果是合理的，公司对商誉减值准备已充分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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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说明仅作为答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德美化工年报问询函之目的使用，除将本专

项说明作为德美化工提交的书面说明的必备文件，随其他说明材料一起上报外，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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