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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公司 2018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 2018 年 6月 30 日的资产状况和

财务状况，基于谨慎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

规定，经过认真分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18 年 6月 30 日对相关资产

进行了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

回收可能性等进行了充分地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注：本议案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计

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而非数据错误。 

（一）2018 年上半年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16,787.06

万元，明细如下表： 

项目 本报告期计提额（万元） 
占 2017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一、坏账准备 1,920.59  9.37% 

其中：应收账款 1,841.09  8.98% 

      其他应收款 79.50  0.39% 

二、存货跌价准备 14,866.47 72.52% 

其中：原材料 1,385.01 6.76% 

      在产品 62.05  0.30% 

      产成品 13,419.40 65.47% 

合计 16,787.06  81.89%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 2018年 8月 13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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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对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一）坏账准备的计提 

1、公司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

准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指在资产负债表日单个客户欠款余额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含 1,000 万元人民币等值）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当根据其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个别认定计提坏账

准备，经减值测试后不存在减值的，包括账龄组合的应收款项中计提坏

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依据 计提方法 

组合 1、列入合并范围内母子公司之间应收款项 按合并范围内母子公司划分 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 2、与生产经营项目有关且期满可以全部收回的

各种保证金、押金（以下简称保证金组合） 
按合约划分 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 3、按账龄组合的应收账款 按账龄划分组合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 

组合中，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如下 

应收账款账龄 计提比例 

信用期内 - 

逾期 1年内 5% 

逾期 1至 2年 20% 

逾期 2至 3年 30% 

逾期 3年以上 100% 

 

其他应收款账龄 计提比例 

180天以内 - 

180天至 1年 5% 

1至 2年 20% 

2至 3年 30% 

3年以上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具有类似风险组合特征的应收款项组

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存在显著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坏账准备。 

2、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为人民币 1,920.59 万元。其

中应收账款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人民币 1,841.09 万元,其他应收款报

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人民币 79.50万元。 

（1）本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分类列示如下： 

种类 

期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 - - -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237,557.34 100.00 4,628.09 1.95 232,929.25 

组合 1：列入合并范围内母子公

司之间应收账款 
- - - - - 

组合 2：账龄组合      237,557.34 100.00 4,628.09 1.95 232,929.25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 - - - 

合计      237,557.34 100.00 4,628.09 1.95 232,929.25 

（续上表） 

种类 

期初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 - - -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218,187,03 100.00 2,787.00 1.28 215,400.03 

组合 1：列入合并范围内母子公

司之间应收账款 
- - - - - 

组合 2：账龄组合 218,187,03 100.00 2,787.00 1.28 215,400.03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 - - - 

合计 218,187,03 100.00 2,787.00 1.28 215,400.03 

注：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应收账款中应收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款项余额为 3.34亿美元（折 

人民币 22.11 亿元），其中，逾期款项金额为 1.35 亿美元（折人民币 8.96 亿元），针对逾期

金额公司按账龄组合共提坏账准备约 676.78万美元（折人民币 4,477.99万）。 

 (2) 本期计提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分类列示如下： 



 

种类 

期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  -    -  -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

收款 
2,092.32 76.75 191.91 9.17 1,900.42 

组合 1：列入合并范围内母子公

司之间其他应收款 
-  -    -  -    - 

组合 2：保证金组合 95.61 3.51 -  -    95.61 

组合 3：账龄组合 1,996.72 73.24 191.91 9.61 1,804.81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633.80 23.25 357.91 56.47 275.89 

合计 2,726.12 100.00 549.81 20.17  2,176.31 

（续上表） 

种类 

期初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  -    -  -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

收款 
3,788.30 85.67 108.97 2.88 3,679.33 

组合 1：列入合并范围内母子公

司之间其他应收款 
- - - - - 

组合 2：保证金组合 591.83 13.38 - - 591.83 

组合 3：账龄组合 3,196.48 72.28 108.97 3.41 3,087.51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633.80 14.33 361.34 57.01 272.45 

合计 4,422.10 100.00 470.31 10.64 3,951.79 

注：本期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人民币 79.50万元，其中子公司华映吴江本期计提坏账准备人 

民币 57.84万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1、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低于账

面成本的，按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

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



 

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

量。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

同价格为基础计算。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

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2、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人民币 14,866.47万元，

具体如下： 

项目 期初余额（万元） 
本期增加额（万元） 本期减少额（万元） 

期末余额（万元）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1,778.30  1,385.01  - 1,473.45 - 1,689.85 

在产品 385.52  62.05 - 385.52 - 62.05  

产成品 14,584.26  13,419.40 - 1,852.63  - 26,151.03 

低值易耗品 0.00  0.00  - 0.00  - 0.00  

合计 16,748.07  14,866.47 - 3,711.61  - 27,902.93 

注：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中子公司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计提金额为人民币 11,606.42 万元，主

要原因为华佳彩产能利用率低,单位生产成本较高且上半年市场价格下跌所致。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16,787.06 万元，扣除所

得税及少数股东的影响，上述减值计提减少 2018 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人民币 12,831.42万元，减少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人民币

12,831.42 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要求，公司 2018 年上半

年度按谨慎性原则计提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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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的规定，能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没

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更加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

值及经营成果。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

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月 13 日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