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708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9）015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4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173号）。公司立即就关注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

现将函内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1：你公司2016年完成了对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海同步”）的收购，确认商誉账面原值为9,275.40万元，当年未确认商誉减值损

失；2017年度确认商誉减值损失3,338.73万元；预计2018年度商誉减值损失

5,936.68万元。请结合天海同步生产经营情况，说明你公司在2016年度、2017年

度和2018年度对天海同步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所选取的核心参数和

相关测算依据，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商誉减值测试所选取核心参数和相关测算依据 

（1）具体过程 

商誉减值测试是公司在合并报表过程中对包括商誉在内的股权资产组价值

（即天海同步资产纳入公司合并账面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购买天海同步

资产股权时直接形成的商誉账面价值之和）所作的减值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我们每年年度终了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公司根

据标的资产纳入公司合并账面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及购买标的资产股权时

直接形成的商誉账面价值，计算得出包含商誉的标的资产组价值之和。通过比对

包含商誉的标的资产组的价值与标的公司按公允价值延续计算的股东权益价值

以确认商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2）2016年减值测试选取的核心参数 



 

在2016年年报出具过程中，公司分析认为2017年宏观经济不利因素和不确定

因素明显增加，经济增长动力将有不同程度减弱。汽车行业面临的政策调整将深

度影响第二年的汽车市场，考虑到宏观经济不具备大幅增长的动能，汽车市场或

较难维持2016年的增长势头。在进行2017年的销售预测时，考虑到天海同步2016

年度的经营业绩与预期略有差异，同时通过2017年年初与主要客户的沟通反馈，

有客户新增订单的情形但同时也存在客户项目产品转型、客户前期库存充足订单

减产等减少收入的情况，据此判断2017年的销售预计与2016年基本持平。 

公司在综合考虑收购单位经营情况和外部环境因素后利用原评估方法对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相关参数如下（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主营收入 69,358.10 68,288.00 78,531.20 90,310.88 99,341.97 109,276.16 

主营成本 51,022.65 50,336.28 57,886.72 66,569.73 73,226.71 80,549.38 

毛利率 26.44% 26.29% 26.29% 26.29% 26.29% 26.29% 

2016年减值测试采用的相关折现率为：2017年为11.04%，2018年到永续为

10.61%。上述收入成本的预计口径均为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 

公司认为在2016年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因素和2016年度

并购标的实际销售未达预期等经营情况，谨慎预测营业收入是合理的。 

（3）2017年减值测试选取的核心参数 

2017年我国汽车行业面临一定的压力，一方面由于购置税优惠幅度减小，乘

用车市场在2016年出现提前透支；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政策调整，对上半年销售

产生一定影响。2017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01.5万辆和2887.9万辆，同比增长3.2%

和3%，分别低于上年11.3%和10.6%。由于2018年汽车市场的影响因素整体偏负

面，在乘用车增长乏力和商用车增速回落的背景下，预计2018年全年汽车销量增

速不会高于2017年。而天海同步2017年度销售目标完成情况较好，同时根据与主

要客户沟通的反馈信息，考虑部分客户新项目将于2018年进入批量阶段、有的客

户原有批产项目2018年也将有增量需求，天海同步预计2018年度销售收入较2017

年度增速下降。 

在2017年年报出具过程中，公司考虑被收购单位连续未实现所承诺业绩，故

聘请了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主要参数中选择了收入、毛



 

利率、折现率等重要参数，具体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收入 64,518.81 74,577.32 84,371.49 91,855.43 98,825.16 106,738.60 

成本 45,907.00 54,972.25 64,060.43 70,276.48 76,429.60 82,494.19 

毛利率 28.85% 26.29% 24.07% 23.49% 22.66% 22.72% 

2018年-2019年的折现率取值为11.5%，2020年-永续的折现率取值为11.34%。

本次评估时点的折现率略高于上次，本次估值采用的各种假设、依据、主要参数

的选取较为严谨合理，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也较严谨合理。 

2017年天海同步实际实现收入84,371.49万元，较2016年度实际实现收入

74,577.32元增长13.13%，结合内外部因素考量，在2017年年报出具时点，公司预

测2018年度天海同步销售增长率约为9%，公司认为对于当时时点的收入预测是

合理的。 

（4）相关测算依据 

企业实际经营数据、未来预测资料、合同资料及评估收集的其他资料。 

2、公司各期间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1）2016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于

2016年5月6日出具的编号为XYZH/2016BJA80245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天海同步2015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880.49万元，完成2015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93.28%。 

考虑到交割时点（2016年3月31日）与原评估基准日时点（2014年10月31日）

相隔时间已超过1年，原评估报告已过有效期，为计算合并日天海同步的公允价

值，公司聘请了江苏银信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评估”）

对交割时点天海同步100%股权的价值进行了复评。银信评估于2016年5月20日出

具了苏银信评报字[2016]第062号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

最终评估结论，截至2016年3月31日，天海同步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61,985.00万元，较原评估基准日2014年10月31日天海同步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

值55,479.00万元增加6,506.00万元，不存在减值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于2017年4月23日出具的编号为XYZH/2017BJA80171的《重大



 

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天海同步2016年度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261.54万元，完成2016年度承

诺净利润数的97.29%。 

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作为

补偿义务主体（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主体”）承诺天海同步在2015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4,160万元，

2015年度天海同步盈利实现数为3,880.49万元，实际盈利与承诺盈利差异为

279.51万元，根据公司与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签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主体2015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1,162,017股，由公司以1元总价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对天海同步的购买日为2016年3月31日，于购买时点，2015年度实际盈

利未完成承诺业绩的事实已经确定，所应补偿的股份数额也已确定，且补偿义务

主体在购买日已明确表示履行相关补偿义务，属于购买日前已经确定的事实，应

对合并对价进行调整。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为按照调整业绩补偿之后的股份及其

公允价值确认合并对价，总计调减合并对价940万元。 

公司采用收益法计算假设和估值模型，对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价值进行了估算，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全部权益估算价值为62,900.00万元，大于上述合并

对价调整后标的资产2016年12月31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各项可辩认净资产的

公允价值及商誉两项资产组的价值之和56,405.08万元，故公司认为商誉不存在减

值迹象。 

（2）公司2017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补偿协议，截至2017年12月31日置入资产股权部分对应的承诺期已满，

公司对该部分置入资产的价值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聘请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对天海

同步截至2017年12月31日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苏中资评报

字(2018)第1009号《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公允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按照折现率11.50%（2018-2019年）、11.34%（2020年及以后）折现

后计算出天海同步2017年12月31日的股东权益价值为55,800万元。 



 

公 司 聘 请 信 永 中 和 对 天 海 同 步 进 行 2017 年 报 审 计 并 出 具 了

XYZH/2018BJA80102号审计报告，天海同步2017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中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35,318.84万元，加上公司合并报表中天海同步相关可

辨认资产于2016年3月31日为基准日评估后增值部分连续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

的累计影响金额为14,544.49万元，计算得出纳入合并账面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

值为49,863.32万元。 

标的资产全部权益评估价值55,800.00万元，小于标的资产2017年12月31日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的各项可辩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49,863.32万元及商誉9,275.40万

元两项资产组的价值之和59,138.72万元，合并报表中包含商誉在内的标的资产组

发生减值金额为3,338.72万元。 

（3）公司2018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2018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较大压力，产销增速低于年初预计。根据中汽协发

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全国汽车产销分别为2780.92万辆和2808.06万辆，同比下

降4.16%和2.76%；国内乘用车产销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5.2%和4.1%；商用车产

量虽然同比继续呈现增长，但增速明显回落，2018年第四季度同比降幅达4.14%。

受行业环境的影响，2018年度天海同步收入较年初预期下降明显，具体情况如下

（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预计金额 实现金额 差异金额 差异率 

收入 91,855.43 76,188.44 -15,666.99 -17.06% 

净利润 6,219.42 1,533.38 -4,686.04 -75.35% 

2018年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汽车行业出现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一方

面由于购置税优惠政策全面退出；另一方面受宏观经济增速回落、中美贸易战，

以及消费信心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内仍面临较大的压力。中汽协预计，2019年中

国汽车市场销量为2810万辆左右，与2018年基本持平。 

目前公司正在编制2018年年报，基于前述宏观行业需求放缓对天海同步业绩

影响及公司管理层对未来行业情况的合理性判断，认为2019年外部环境形势不乐

观，标的资产销售收入和净利润较预计情况下降的可能性较大，公司认为标的资

产可能存在商誉减值迹象，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公司

目前仍在接受审计，并已聘请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按照审定结果进行评估，具体



 

金额尚待审计及评估机构进行确定。 

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光洋股份2016年度及2017年度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过

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相关减值金额合理。我们将对光洋股份2018

年商誉减值情况进行持续关注，具体减值金额尚需取得2018年度标的资产评估结

果再履行相关审计程序后予以确定。 

问题2：你公司2016年度确认天海同步无形资产1.42亿元，2017年度未确认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2018年度拟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3,240万元。请说明你公

司在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对天海同步进行无形资产减值测试所选取

的具体参数、假设及详细测算过程，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无形资产减值测试所选取的具体参数及假设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准则讲解中相关说明，对2016年度、2017年度及

2018年度无形资产减值测试所选取的具体参数主要包括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的账面价值、商誉及商誉减值金额及资产评估结果。 

评估假设主要包括： 

（1）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

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3）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政策性征收费用等

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资产评估报告时

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6）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

均流出； 

（7）假设被评估企业2018年-2019年内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待遇不

变，在2020年起至永续期起企业所得税率按法定税率计； 



 

（8）假设部分资产存在权属证明文件瑕疵事项，不影响其按现有使用方式

持续使用。 

2、无形资产减值测试详细测算过程 

2016年交割时点，合并报表层面确认天海同步无形资产原值1.42亿，其中：

土地使用权8,661.58万元；专用软件590.36万元；合并过程中辨识出的专利及商

标权4,940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规定，公司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对子公司、

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确定的无

形资产等项目进行检查，当存在减值迹象时，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公司将

进行减值测试，对商誉和受益年限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每期末均进行减值测试。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测试的，以该资产所

属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为基础测试。 

减值测试后，若该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

失，上述资产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是指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出现减值的迹象如下： 

（1）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

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2）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

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3）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

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4）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5）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6）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

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

于）预计金额等； 

（7）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关于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减值测试的方法中提及

资产组如发生减值的，应当首先抵减商誉的账面价值。具体测试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资产组按公允价值 

延续计算的期末价值 
A 47,129.68 49,863.32 

商誉价值 B 9,275.40 9,275.40 

组合价值 C=A+B 56,405.08 59,138.72 

整体股权 D 62,900.00 55,800.00 

商誉减值 E=C-D 0.00 3,338.72 

商誉余值 F=B-E 9,275.40 5,936.68 

无形资产减值 
 

0.00 0.00 

考虑专利及商标不能独立于生产经营中单独使用，基于前述2016年度及2017

年度减值测算过程，公司认为2016年度及2017年度经测算后标的公司相关资产组

在合理计提商誉减值的前提下，未发生明显减值迹象，资产组中所包含的无形资

产亦未发生减值，实际评估测算结果已真实反映标的公司包含商誉在内的标的资

产组价值，故未于2016年度及2017年度对标的公司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018年度基于标的公司因行业发展整体放缓所带来的业绩影响，公司基于谨

慎性考虑，在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后，资产组仍可能存在减值迹象。根据对标的公

司未来业绩的谨慎预计，在利用原评估方法对标的公司的商标和专利技术进行减

值测试，涉及的主要参数如下：  

A.商标涉及的主要参数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永续期 

营业收入 54,781.30 56,424.74 58,117.48 59,861.00 61,656.83 63,506.54 

提成率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折现率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B.专利技术涉及的主要参数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   54,781.30 56,424.74 58,117.48 59,861.00 

净利率   0.50% 0.85% 1.35% 1.95% 

净利润提成率 16.30% 14.67% 13.04% 11.41% 



 

折现率 15.00% 15.00% 15.00% 15.00% 

期末商标和专利技术账面价值为3,581.5万元，根据上述测算公司初步估计商

标价值106.67万元，专利技术价值234.45万元，两项合计342.12万元，因此预计

无形资产减值金额约3,240万元。公司目前仍在接受审计，并已聘请评估机构对

标的资产按照审定结果进行评估，具体金额尚待审计及评估机构最终确定。 

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光洋股份2016年度及2017年度确认天海同步无形资产未

发生减值的判断过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我们将对光洋股份2018年无

形资产减值情况进行持续关注，具体减值金额尚需取得2018年度标的资产评估结

果再履行相关审计程序后予以确定。 

问题3：你公司2018年度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256.34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981.64万元，请详细说明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的计算过程及合理性，

相关会计估计判断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及合理性 

期末存货计价原则及存货跌价准备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期末存货按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期末，在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于存货因

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

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产成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

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其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材料

按类别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可变现净值确定方法：库存商品、在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

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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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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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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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2018年公司存货账面价值33,575.41万元，可回收金额31,034.35万元，累计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2,541.06万元，年初存货跌价准备1,291.08万元，本年存货跌价转

回6.25万元，本年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256.34万元。 

2、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的计算过程及合理性 

公司将下列情形作为应收款项坏账损失确认标准：债务单位撤销、破产、资

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

无法偿付债务等；债务单位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其他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

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 

对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年末单独或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有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经本公司按规定程序批准后作为坏账损失，冲销提取的坏账准备。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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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单项金额超过200万元的应收款项视为重大应收

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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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公司将其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

项一起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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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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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 5% 5% 

1-2年 20% 20% 

2-3年 50% 50% 

3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不重大且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不能反

映其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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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应收款项账面价值56,791.71万元，可回收金额51,383.95万元，累

计计提坏账准备5,407.76万元，年初坏账准备4,426.13万元，本年应计提坏账准备

981.64万元。详细数据如下： 

A.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位：万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本年计提 

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31,489.98 1,574.50 5.00% 44,850.08 2,242.50 5.00% -668.00 

1至2年 6,037.16 1,207.43 20.00% 275.48 55.10 20.00% 1,152.34 

2至3年 176.94 88.47 50.00% 263.89 131.94 50.00% -43.48 

3至4年 291.65 291.65 100.00% 238.83 238.83 100.00% 52.82 

4至5年 61.00 61.00 100.00% 23.24 23.24 100.00% 37.76 

5年以上 61.64 61.64 100.00% 36.11 36.11 100.00% 25.53 

合计 38,118.37 3,284.69 - 45,687.63 2,727.72 - 556.97 

B.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位：万元 

应收款项 
期末余额 

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盛瑞传动股

份有限公司 
230.67 230.67 100% 

依据以往商业承兑汇票到期

未能按时兑付 

合计 230.67 230.67 - - 

C. 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位：万元 

应收款项 
期末余额  

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天际线未来科技

（北京）有限公

司 

194.00 194.00 100.00% 

依据对方单位

的投资项目进

展现状，收回的

可能性很小 

合计 194.00 194.00 - - 

综上，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近年来未发生过变化。 

问题4、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本回复中有关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系公司财务部门的测算与预计，本次



 

减值准备涉及的最终金额须经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

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8年审计报告及年度报告

为准。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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