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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2018年6月末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各类资产共计

提减值准备3,030,783.16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18年6月末各类存货、应收

款项、固定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变现值、应收账款回收可

能性等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认为上述资产中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

象，本着谨慎性原则，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

值准备共计3,030,783.16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金额 

公司拟对2018年上半年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各类资产共计提减值准备

3,030,783.16元，其中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3,534,469.53元，计提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503,686.37元。 

其中，不涉及关联交易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为2,684,648.49元，涉及关

联交易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为346,134.67元。 

 

三、减值准备计提具体情况说明 

 （一）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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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金额大于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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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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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1) 具体组合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按信用风险特征确定组合的方法 

组合 1 合并范围内关联往来组合 

组合 2 账龄组合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 

组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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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客观证据

表明无法全额收回外，一般不对该组合计提坏

账） 

组合 2 账龄分析法 

 (2) 账龄分析法 

  账  龄 
应收账款 

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下同） 0.00 0.00 

1-2年 0.00 0.00 

2-3年 10.00 10.00 

3-4年 30.00 30.00 

4-5年 40.00 40.00 

5-6年 80.00 80.00 

6年以上 100.00 100.00 

3. 单项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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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

值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个别认定法 

对应收票据、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其他应收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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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计提情况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本期应收账款因账龄增加原因，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 3,534,469.53 元,

其中应收关联方中国普天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货款本期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71,856.91 元；应收关联方上海普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货款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236,277.76元。因汇率变动增加坏账准备金额 61,906.48元。 

公司本年期初、期末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情况： 

种  类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921,138,806.63 98.72 38,769,179.74 4.21 882,369,626.89 



组合 1      

组合 2 921,138,806.63 98.72 38,769,179.74 4.21 882,369,626.89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 
11,921,451.05 1.28 11,921,451.05 100.00  

合  计 933,060,257.68 100.00 50,690,630.79 5.43 882,369,626.89 

(续上表) 

种  类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815,282,308.11 98.56 35,192,700.70 4.32 780,089,607.41 

组合 1      

组合 2 815,282,308.11 98.56 35,192,700.70 4.32 780,089,607.41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 
11,901,554.08 1.44 11,901,554.08 100.00  

合  计 827,183,862.19 100.00 47,094,254.78 5.69 780,089,607.41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503,686.37元，其中对关联方中国普天信息产业有限公

司本期计提38,000元，汇率变动增加坏账准备金额245.77元。 

公司本年期初、期末其他应收款及坏账准备情况： 

种  类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28,912,122.71 38.44 28,912,122.71 10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46,295,617.70 61.56 4,158,841.56 8.98 42,136,776.14 

组合 1      

组合 2 46,295,617.70 61.56 4,158,841.56 8.98 42,136,776.14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 
     

合  计 75,207,740.41 100.00 33,070,964.27 43.97 42,136,776.14 

(续上表) 



种  类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28,912,122.71 45.97 28,912,122.71 10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33,987,705.89 54.03 4,662,282.16 13.72 29,325,423.73 

组合 1      

组合 2 33,987,705.89 54.03 4,662,282.16 13.72 29,325,423.7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 
     

合  计 62,899,828.60 100.00 33,574,404.87 53.38 29,325,423.73 

 

五、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3,030,783.16元，将相应减少公司2018年1-6月利

润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

规定进行的，计提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使公司关于

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公司虽然已对相应资产进行了减值准备的计

提，但是还会安排责任人逐项进行随时跟踪，及时进行清理、追讨和货款回收。 

 

六、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2018年8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半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九名董事参加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不涉及关联交易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涉及关联交易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6名董事

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

司对 2018 年 6 月底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依据合理，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对于涉及关联交易的减值计提，

关联董事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董事会决策程序规范，符合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建议公司建立应收账款催缴责任机制，

责成相关部门及责任人按合同约定定期负责追缴；对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要

定期进行分析评估，并按“账销案存”要求，建立专门档案并进行专项管理。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监事会就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意见：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能更公允的反映 2018 年 1-6 月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审

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事项。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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