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9-04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 2018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及核转销情况的公告 

 

一、公司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1,844.62万元 

（一）本报告期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减少计提 406.43 万元 

1. 计提依据及处理 

（1）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将金额为人

民币 3,0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2）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以及金额重大但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

收款项，按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结合账龄对金融资产进行

分组，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确定组合的依据为无风险组合、账龄组合。按组合方式实施减值

测试时，坏账准备金额按历史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与预计应收款

项组合中已经存在的损失评估确定。 

无风险组合包括关联方及信用证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账      龄 
计提比例（%）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5 5 

1 - 2 年 30 30 

2 - 3 年 50 50 

3 - 4 年 80 80 

4 - 5 年 80 80 

5 年以上 100 100 

（3）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具备相应特征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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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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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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主要为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其中： 

（1）应收账款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406.43 万元，其中：1

年以内计提-231.64 万元、1 至 2 年计提-142.48 万元、2 至 3 年计提 0.66

万元、3 至 4 年计提-0.31 万元、4 至 5 年计提-30.09 万元、5 年以上-2.57

万元。  

（2）其他应收款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0 万元，其中：1 年

以内计提-10.93 万元、1 至 2 年计提 6.45 万元、2 至 3 年计提-56.16 万

元、3 至 4 年计提 99.38 万元、4 至 5 年计提-20.79 万元、5 年以上计

提-17.95 万元。 

3. 影响当期损益金额 

当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影响当期

增利 406.43 万元。 

（二）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88.44 万元 

1. 计提依据及处理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

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2. 当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主要构成 

（1）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计提 285.01 万元。其中：库存

商品钛渣计提 27.94 万元、钛白粉计提 3.72 万元、钢锭及钢水计提

123.91 万元，原材料钛精矿计提 89.06 万元，辅助材料计提 15.76 万元，

包装物计提 24.62 万元。 

（2）攀钢集团北海特种铁合金有限公司计提 403.43 万元，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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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铝粉及铝豆计提。 

3. 影响当期损益金额 

当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88.44 万元，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影

响当期减利 688.44 万元。 

（三）报告期计提固定资产准备1,492.82万元 

单位：元 

单位名称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种类 资产账面原值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钛业公司 固定资产 185,202,742.86 6,258,132.02 

攀枝花钒制品厂 固定资产 34,553,993.93 8,670,116.39 

合计 219,756,736.79 14,928,248.41 

当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492.82 万元，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

目，影响当期减利 1,492.82 万元。 

（四）报告期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20,069.79万元 

1. 计提依据及处理 

在资产负债表日，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根据资产账面价值扣除

可收回金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 当期计提的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构成如下： 

攀钢集团重庆晏家钛业有限公司在建工程“环保搬迁建设氯化法

钛白（一期）工程”计提减值准备 20,069.79 万元。 

当期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20,069.79 万元，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

目，影响当期减利 20,069.79 万元。 

 

二、公司报告期核销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报告期核销资产减值准备 23,013.89 万元，均为固定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 

（一）核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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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减值管理办法》中资产减值准备核销规定。 

（二）核销资产减值准备主要资产情况  

2018 年，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处置闲置机器设备房屋账面

原值 4,624.09 万元，核销相应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787.00 万元；发电

厂处置闲置机器设备房屋账面原值 37,605.35 万元，核销相应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 20,359.88 万元；攀枝花钒制品厂处置闲置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1,705.13 万元，核销相应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67.01 万元。详见下表： 

   核销资产减值准备主要资产情况表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种类 核销资产账面原值 核销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清理盈亏 

钛业公司 固定资产  46,240,884.98   17,869,963.16   1,784,993.85  

发电厂 固定资产  376,053,487.55   203,598,834.37  15,870,411.76  

攀枝花钒制品厂 固定资产  17,051,312.87   8,670,116.39   511,539.39  

合计 
 439,345,685.40   230,138,913.92  18,166,945.00  

（三）影响当期损益金额 

因当期固定资产处置核销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当期增利 1,816.69

万元。 

 

三、公司报告期转销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报告期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1,031.66 万元。 

（一）转销依据 

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相关原材料、辅助材料、包装物及备品备

件已经领用并用于生产消耗，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库存商品已经发

出。 

（二）转销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1. 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662.08 万元。其

中：包装物 24.62 万元、辅助材料 55.43 万元、库存商品钛渣 124.19

万元、钛白粉 25.54 万元、备品备件 432.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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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攀钢集团北海特种铁合金有限公司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369.58

万元。其中：原材料钛精矿 1.56 万元、铝豆 152.38 万元、铝粉 121.36

万元，库存商品钛铁 94.28 万元。 

（三）影响当期损益金额 

当期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1,031.66 万元，影响当期增利 1,031.66 万

元。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真实地反映

了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 

 

五、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依据

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坚持了稳健的会计原

则，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规避财

务风险，没有损害公司及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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