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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硕电源”或“公司”）于2019年2月

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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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2018 年 12

月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

产、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

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对于难以收回的应收款项、部分呆滞及不良存货、

个别长期投资、电站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商誉确定为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

产项目。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商誉，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共计 288,283,048.21 元；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核销/转销 

合并范围

变更 

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 
61,050,701.00 53,889,855.24 371,550.04 116,463.30 114,452,542.90 

其他应收坏账

准备 
7,435,788.74 1,554,224.55  45,844.99 8,944,168.30 

存货跌价准备 24,118,510.00 55,438,418.68 9,012,053.64  70,544,875.04 

可供出售金融 11,625,860.00 21,001,267.21   32,627,127.2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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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  
27,945,500.55   27,945,500.55 

固定资产减值 
 

108,846,569.84   108,846,569.84 

在建工程减值 
 

10,780,737.39   10,780,737.39 

商誉减值 1,624,635.28 8,826,474.75   10,451,110.03 

合计 105,855,495.02 288,283,048.21 9,383,603.68 162,308.29 384,592,631.26 

3、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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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1 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独立董事对该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明细说明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元) 465,583,289.91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465,583,289.91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和个别单项计提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1、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账龄四-十二个月计提 5%，一到

二年计提 10%，二到三年计提 20%,三到四年计提 50%，四

年以上计提 100%。                                   

2、单项计提：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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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提金额(元) 53,889,855.24 

计提原因 

个别单项计提：个别账龄较长、恶意拖欠、经营困难、涉诉

的应收账款，考虑回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按谨慎性原则，计提了坏账准备。 

其余应收账款按资产的账龄组合法计提坏账准备。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价值(元) 18,091,657.94 



证券代码：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9-010 

 

3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8,091,657.94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和个别单项计提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1、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账龄四-十二个月计提 5%，一到

二年计提 10%，二到三年计提 20%,三到四年计提 50%，四

年以上计提 100%。                                   

2、单项计提：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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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提金额(元) 1,554,224.55 

计提原因 其他应收款按资产的账龄组合法计提坏账准备。 

  
  

3、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元) 136,486,191.4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36,486,191.4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

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

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

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

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

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期末对

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

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金额(元) 55,438,418.68 

计提原因 

由于部分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因产品升级等因素影响，根据

公司的生产和销售计划，预计其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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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元) 28,646,016.0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28,646,016.0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权益工具的累计减值＝权益工具账面价值－期末公允价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的下降，在综合

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以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

的，认定该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 

计提金额(元) 21,001,267.21 

计提原因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投资的部分标的资产，经公司聘请的评

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5、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元) 121,415,797.28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21,415,797.28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长期股权投资的累计减值＝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期末可

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长期股

权投资在期末时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的原则来计量，

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

备。 

计提金额(元) 27,945,500.55 

计提原因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投资的部分标的资产，经公司聘请的评

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6、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元) 426,221,046.56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426,221,046.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6%8F%90/8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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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固定资产的累计减值＝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企业应

当在期末或者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逐项进行检

查，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

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应当将可收回金

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应按单项资产计提。 

计提金额(元) 108,846,569.84 

计提原因 

公司下属三家光伏电站项目公司，因企业经营所处的行业、

技术及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公司聘请的评估及会计机

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7、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在建工程 

账面价值(元) 6,790,000.0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6,790,000.0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在建工程的累计减值＝在建工程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企业应

当在期末或者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对在建工程进行全面检

查，如果有证据表明在建工程已经发生了减值，应当计提减

值准备。 

计提金额(元) 10,780,737.39 

计提原因 

公司下属新余茂硕光伏电站项目在建工程，因企业经营所处

的行业、技术及市场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经公司聘请的评

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8、商誉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商誉 

账面价值(元) 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0 



证券代码：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9-010 

 

6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商誉的累计减值＝商誉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商誉是否存在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

迹象。对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公司应当至少在每年年度终

了进行减值测试。企业应当将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作为商誉减值准备。 

计提金额(元) 8,826,474.75 

计提原因 

公司 2013 年因收购深圳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光伏逆变器

业务产生商誉 10,451,110.03 元，逆变器业务经营所处的行业

及市场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商誉经公司聘请的评估及会计

机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8年1-12月公司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88,283,048.21元，将减少

2018年1-12月营业利润288,283,048.21元。   

公司本次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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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了审查，认

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更加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因此同

意本次计提资产价值准备事项。 

五、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

反映了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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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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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据充分合理，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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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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决策程序合法，公允地反映了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财务信息，因此，监

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  

2、《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 

3、《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1

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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