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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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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

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拟对 2018 年

9 月 30 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18 年 9 月 30 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

范围包括存货、固定资产及应收款项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8

年 1-9 月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2,195.16 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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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 2,186.26 150.48% 

应收账款 2,190.80 150.79% 

其他应收款 -4.54 -0.31% 

二、存货 8.90 0.61% 

合计 2,195.16 151.09%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3、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七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195.16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

影响后，将减少公司2018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044.79万元，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约2,044.79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本次应收款项计提坏帐准备的说明 

公司拟对2018年9月30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约

2,186.26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50.48%，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计提方法 计提依据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 期初坏账余额 本期坏账计提额 本期坏账核销 期末坏账余额 可回收金额 

单项金额重大或

者非重大的智能

制造业务信用风

险特征组合的应

收款项 

实际账龄

分析法 

根据以前年度

与之相同或相

类似的、具有类

似信用风险特

征的应收款项

组合的实际损

失率为基础，结

合现时情况确

定本年度各项

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比例，据

此计算本年度

应计提的坏账

准备 

1 年以内(含 1 年) 4.5 

178,742,425.08 41,876,054.00 -2,397,214.62 0.00 39,478,839.38 139,263,585.70 

1—2 年 35 

2—3 年 50 

3 年以上 100 

单项金额重大或

者非重大的新能

源业务信用风险

特征组合的应收

款项 

实际账龄

分析法 

1 年以内(含 1 年) 4.5 

519,156,298.46 84,880,428.71 21,102,164.59 0.00  105,982,593.30 413,173,705.16 

1—2 年 15 

2—3 年 30 

3—4 年 50 

4 年以上 100 

单项金额重大或

者非重大的产品

分销业务信用风

险特征组合的应

收款项 

逾期账龄

分析法 

未逾期 -       

293,127,112.74 10,273,725.05 3,203,082.52 0.00                         13,476,807.57 279,650,305.17 

逾期 0－30 天 -       

逾期 30－90 天 3 

逾期 90－180 天 25 

逾期 180－360 天 50 

逾期 360 天以上 100 

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 

根据该款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

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计提坏账准备 

  750,000.00 750,000.00 0.00 0.00  750,000.00 0.00 913,393.42 

单项金额重大或

者非重大的其他

应收款项 

余额百分

比法 

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其他应收款项

作为信用风险特征为一组合 
5 19,021,514.69 969,983.70 -45,366.18 0.00  924,617.52 18,096,897.17 22,774,792.08 

合计 - 
- 

- 
- 1,010,797,350.97 138,750,191.46 21,862,666.31 0.00 160,612,857.77 850,184,493.20 919,446,000.88 



据上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18 年 9 月 30 日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余额合

计为 16,061.29 万元，其中以前年度已计提坏账准备 13,875.02 万元，本期拟计提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2,186.2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比

例超过 30%。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名称：应收款项 

2、账面余额：101,079.74 万元 

3、资产可收回金额：85,018.45 万元 

4、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详见上表 

5、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的确认标准和计提办法（详细内容见上表） 

6、本次计提数额 2,186.27 万元 

7、本次应收款项计提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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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 1-9 月应收款项计提额中，公司新能源业务共计提 2,110.22 万

元，占公司 2018 年 1-9 月应收款项计提额的 96.52%，其中，主要原因是公司大

功率电力电子产品业务部分项目的回款未达预期，致使应收账款账龄延长，相应

的资产减值增加。 

未来，公司管理层将进一步完善应收账款的回款管理措施，增强应收账款回

款力度。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

出的，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 2018 年 1-9 月财务报表能够更加

公允地反映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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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



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

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合理性的说明 

5、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

见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