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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14:30 

会议地点：南京市白下路 91号汇鸿大厦 26 楼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剑先生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介绍会议出席情况 

二、宣读股东大会须知 

三、会议审议议案 

1、《关于 2018年度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四、宣读会议表决办法，推选监票人 

五、议案审议及现场沟通 

六、休会（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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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保障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正常

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须知如下： 

一、董事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维护股东合法权

益； 

二、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认真履行法

定义务； 

三、与会人员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的指引和安排，遵守会议规则，维护会议

秩序； 

四、由会议主持人根据会议程序和时间条件确定发言人员，发言主题应与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相关； 

五、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参加现场会议

的股东须根据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六、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所有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七、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本次审议 1号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八、表决办法： 

1、本次股东大会为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股东（股东代表）以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每一表

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其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在表决事项

的“同意”、“反对”，“弃权”中任选一项，并在相应空格打“√ ”，不符

合此规定的视为弃权。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9 年 2 月 22 日至 2019 年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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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2、现场表决完成后，请股东将表决票交给工作人员，由两名股东代表和一

名监事代表及见证律师参加清点统计，并由律师当场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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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 2018 年度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1月 30日

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8年度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为

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及 2018年度的经营成

果，公司及子公司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对各类资产未来可收回金额进行

充分估计，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单项计提减值准备。单项计提减值

准备的资产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计提项目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余额 可收回金额 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应收账款 76,247 31,047 13,791 31,409 

   其中：不重大 1,025 567 61 397 

预付账款 15,293 100 6,131 9,062 

其他应收款 8,828 3,662 4,814 352 

   其中：不重大 383 349 0 3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508 1,983 2,119 6,406 

商誉 845 0 0 845 

合计 111,721 36,792 26,855 48,074 

以上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一、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应收款项 

1.公司应收款项减值测试政策 

根据应收款项的性质和金额，公司应收款项分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和单项金

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

款项，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公司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项测试已确认

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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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减值测试；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公司采用账龄分

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

值或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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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2.单项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根据统计，公司符合单项计提条件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76,247 万元，坏

账准备余额为 31,047 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13,791 万元，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31,409万元；其中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为 75,222万元，坏账准

备余额为 30,480 万元，可回收金额为 13,730 万元，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31,012 万元；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为 1,025 万元，

坏账准备为 567万元，可回收金额为 61万元，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397万元。 

公司符合单项计提条件的预付账款金额为 15,293 万元，坏账准备为 100 万

元，可收回金额为6,131万元，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9,062万元，均为单项重大

预付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公司符合单项计提条件的其他应收款金额为 8,828万元，坏账准备为 3,662

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4,814万元，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352万元；其中单项金额

重大并单项计提的其他应收款为 8,445万元，坏账准备为 3,313万元，可回收金

额4,814万元，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318万元；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为 383万元，坏账准备 349万元，可回收金额为 0元，拟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 34万元。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测试政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

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则按其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在确认减值损失时，将原直接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计入减值损失。该转出

的累计损失，等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

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 

对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在该权益工具价值回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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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权益转回，不通过损益转回。但是，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或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

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发生的减值损失，不予转回。 

对于权益工具投资，本公司判断其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

下跌的具体量化标准、成本的计算方法、期末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以及持续

下跌期间的确定依据为： 

公允价值发生“严

重”下跌的具体量化

标准 

期末公允价值相对于成本的下跌幅度已达到或超过 50%。 

公允价值发生“非暂

时性”下跌的具体量

化标准 

连续 12个月出现下跌。 

成本的计算方法 

取得时按支付对价（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

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

作为投资成本。 

期末公允价值的确定

方法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

允价值；如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估值技术确

定其公允价值。 

持续下跌期间的确定

依据 

连续下跌或在下跌趋势持续期间反弹上扬幅度低于 20%，

反弹持续时间未超过 6个月的均作为持续下跌期间。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2018 年，由于资本市场低迷，公司持有的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公允

价值相对于成本的下跌幅度已达到或超过 50%，该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

余额为 10,508 万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为 1,983 万元，年末的公允价

值为 2,119 万元，公司拟计提 6,406万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三）商誉 

1. 商誉减值测试政策 

商誉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首先，对

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

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其次，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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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

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

额应当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2.商誉减值准备 

2016 年 9 月底，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3,507万元，对南京医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

宁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持有医宁公司 51%股权，为控股股东。医宁公司主

要从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公司于 2016年10月开始合并医宁公司

财务报表，所支付股权收购价款 3,507 万元高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依据 2016 年 4 月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江苏汇鸿国

际集团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对南京医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的部分 844.85元确认为商誉。 

原股东对增资后医宁公司 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的

预计净利润做出如下承诺：2017年净利润-300万元，2018年净利润 0元，2019

年净利润 500万元，2020年净利润 600万元，2021年净利润 700万元。2016年

-2018 年医宁公司经营连续亏损，分别为 2016 年净利润-86 万元，2017 年净利

润-825 万元，2018 年净利润-513万元（未经审计）。医宁公司预计今后几年业

绩预计也无法达到上述承诺。 

2017 年业绩承诺未完成，公司没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原因如下： 

（1）医宁公司主营业务为母婴护理、中医医院和美容整形业务，母婴护理

业务由于场所建设延期，开业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年，截止评估基准日，母

婴护理业务刚刚开展两个月，而且经营状况已经达到了开业初期的预期。 

（2）美容业务相已经相对稳定，历史数据的波动也不大，公司对未来收益

按照相对平稳的趋势进行预测； 

（3）母婴护理业务收入成长较快，也是医宁公司业务开拓和未来收入成长

的重点； 

（4）中医医院业务已经进入前期准备阶段，截止 2018年 3月（公司财务报

告报出日为 2018年 4月）已经积累了部分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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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因素，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医宁公司 2017年业绩承诺虽未完

成，但也没有出现重大的减值迹象，商誉减值准备计算的金额不具有重要性，

因此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018 年末，公司对医宁公司又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医宁公司商誉进行减值

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包含医宁公司 51%股权相关商誉的资产组发生减值，需全

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845万元，计提后对医宁公司商誉净值为 0元。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单项计提减值准备将减少利润总额 48,074 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

东损益影响后，本次计提将减少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995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以上商誉减值准备一经计提，在以后年度

不可转回。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在该权益工具价值回升

时，通过权益转回，不通过损益转回。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最终数据

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予以审议。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