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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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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基于

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及 2018 年

度年报审计及内控审计的要求，经分析，母公司拟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

16,288.56 万元，子公司拟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 13,520.42 万元，合计报

表计提减值准备 37,835.14万元（已抵消）。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不涉及到

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计提 

合并（已抵消） 母公司 子公司 

坏账准备 2,705.33 2,539.93 1,555.42 

存货跌价准备 18,239.58 8,306.96 9,932.62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32.38  2,032.38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0 

商誉减值准备 14,857.85 0 0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5,441.67 0 

合计 37,835.14 16,288.56 13,520.42 

备注：合并是指合并抵消后合并报表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二、各直属厂及控股子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一）、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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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坏账准备的确认

标准、计提方法： 

（1）、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对存在下列客观

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①债务人发生严重的财务

困难；②债务人违反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③

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④其他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

客观依据。 

（2）、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

准、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

依据或金额标准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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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

方法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

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

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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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②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定依据、坏账准备计

提方法 

A．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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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组。这些信用

风险通常反映债务人按照该等资产的合同条款偿还所有到期金额的能力，

并且与被检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测算相关。 

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组合 1 单项金额重大（100 万元以上）并经单独测试未减值的应收

款项 

组合 2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的风险较

大（账龄三年以上及预计难以收回）并经单独测试未减值

的应收款项 

组合 3 按组合分类中除组合 1 组合 2 外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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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按组合方式实施减值测试时，坏账准备金额系根据应收款项组合结构

及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债务人根据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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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均为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一年以内（含一年） 2 2 

一至二年 3 3 

二至三年 10 10 

三至四年 50 50 

四至五年 80 80 

五年以上 100 100 

③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理由 

账龄在三年以上，单项金额小于100万，且

难以收回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已发

生减值，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单

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在按信

用风险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

进行减值测试 

（3）坏账准备的转回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

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该

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应收款项在转回日

的摊余成本。 

本公司向金融机构以不附追索权方式转让应收款项的，按交易款项扣

除已转销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本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本报告期，母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2,539.93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 32.39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507.54 万元； 

公司合并报表计提坏账准备 2,705.33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71.71 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533.6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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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坏账准备计提增加的原因：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余额增加、账龄

增加。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较大的单位为广西富方投资有限公司，计提了

坏账准备 1,610 万元。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

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

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

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本报告期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8,239.58 万元，主要原因是： 

   （1）由于年末食糖售价跌破库存糖成本，公司各糖厂对库存商品机制

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397.88 万元； 

（2）由于公司自营和外包的甘蔗基地预计产出的甘蔗价值（或外包收

入）不能覆盖所投入的成本，南宁南糖香山甘蔗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南宁

南糖东江甘蔗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8768.01 万元； 

（3）南宁侨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西侨旺纸模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美恒安兴纸业有限公司、广西舒雅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对库存商品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73.69 万元。 

 （三）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A、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公司期末对由于市价持续下跌

或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恶化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并且

这种降低的价值在可预计的未来期间内不可能恢复，应将可收回金额低于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

资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予转回。 

B、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本集团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检查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如果该资产存在减值迹

象，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如果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按其

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2、本报告期，母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5,441.67 万元，主

要是计提对广西环江远丰糖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环江远丰糖业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5,241.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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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期末对固定资产进行逐项检查，如

果出现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减值迹象，固定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按单项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价

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已经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在减值

的固定资产处置前不予转回。 

2、本报告期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32.38 万元，主要原因是： 

（1）对南宁天然纸业有限公司 2018 年已停产停租，固定资产出现长

期闲置，经中通诚资产评估公司做减值测试后，南宁天然纸业有限公司计

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08.51 万元。 

（2）南宁美恒安兴纸业有限公司 2016 年已停产停租，固定资产出现

长期闲置，经中联资产评估公司做评估后，南宁美恒安兴纸业有限公司计

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3.87万元。 

（五）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在建工程长期停建并且预计在三年内不重新开工；或所建项目无论

在性能上、技术上已经落后，给公司带来的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或其他足以证明在建工程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发生时则计提在建工程减值

准备。 

2、本报告期公司无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六）计提商誉、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本公司对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在财务报表

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

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

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

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

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

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商誉、无形资

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2、由于糖价下跌、环江远丰糖业公司甘蔗产量达不到预期量，公司收

购环江远丰糖业公司的商誉出现了减值迹象。经公司聘请的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收购环江远丰糖业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评

估，发现商誉出现减值，本报告期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4,857.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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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聘请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大桥公司的无形资产-蔗区资源

进行减值测试评估，未发现此无形资产出现减值。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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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商誉减值时，借记“资产减值损失”，贷记

“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商誉减值准备” 科目。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 2018 年度合并报表当期利润总额

37,835.14 万元，减少母公司当期利润总额 16,288.56万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坚持稳健的

会计原则，规避财务风险，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

于提供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

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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