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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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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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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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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了
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对
2018 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经相关排查和减值测试，公司
董事会拟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末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情况如下表：
项目

新增减值准备（万元）

商誉减值损失

108,339.91

坏账损失

21,631.69

存货跌价损失

1,942.37

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
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数据和原因说明
（一）商誉减值准备

单位：万元人民币
减值资产名称

期初商誉净值

本期减值准备金额

期末商誉净值

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
术有限公司

62,730.54

52,744.36

9,986.18

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

60,903.91

54,493.61

6,410.30

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
限公司

1,578.71

1,101.95

476.76

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商誉每年均进行减值测。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
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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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
资产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
活跃市场的，则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包括
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
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
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
额加以确定。
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
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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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商誉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各项资产商誉减值准备的依据和原因：
1、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商誉的形成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4]783 号《关于核准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向张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张红等重
组交易方发行共计 55,668,010 股股份购买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同智机电”）100%股权；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901,840 股新股
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2014 年 9 月 3 日，同智机电 100%股权
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2014 年 9 月 12 日，
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共计 62,568,010 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2014 年 9 月 22 日，该等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完
成上市。上述交易中，形成的商誉金额为 62,730.54 万元。
（2）本次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
公司将商誉并表日对应的资产组确定为减值预测的资产组（未含新投资项目），
且鉴于市场竞争环境的加剧、资产组寿命以及技术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等综合因
素，对商誉对应的原有资产组的盈利预期作了谨慎下调，对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进行分析，管理层根据最近一期的财务预算编制对应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预测，
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的折现率 15.00%对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
折现，计算得出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在预计未来现金流流量时：基于同智机电 2018 年动工建设募投项目“智能
机电设备及管理系统产业化项目”，公司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和管理的成本效益原
则，决定在募投项目建设完工后，同智机电将于 2020 年进行生产基地搬迁，搬
迁后将主要利用新资产组进行生产经营。对于原资产组中的房屋及土地，同智机
电计划将其用以出租或直接转让；相关尚有使用价值的设备，将其搬迁至新厂区
继续使用，并在五年内逐渐对其更新置换。同时同智机电未来经营主要依靠新厂
区新资产，原资产组使用效率将大幅下降，同智机电原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将持
续下降。
折现率的确定：管理层采用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15.00%作为资产
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率，在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主要依据参数如下：
①无风险报酬率(Ra)的确定：根据 WIND 数据库数据，取五年期国债到期收

益率的平均值 2.90%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②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确定：根据 WIND 数据库的上证指数上市公司 Beta，
选择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进行风险系数的分析比较，测算出无财务杠杆的风险系
数（β u）为 1.1242。
③企业有财务杠杆的β 系数的确定：根据同智机电公司以前年度资本结构，
确定同智机电公司目标资本结构(无金融负债)。按照以下公式，将上市公司的无
财务杠杆的β 值，依照目标公司的资本结构，折算成同智机电公司的有财务杠杆
的β 值。
④市场风险溢价 Rpm：市场风险溢价是对于一个充分风险分散的市场投资组
合，投资者所要求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率。管理层以 WIND 数据库五年沪深
300 指数市场报酬率 8.49%与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2.90%为基础，取本次市场
风险溢价为 5.59%。
⑤特别风险溢价 a 的确定：特有风险调整系数为根据单位与所选择的对比企
业在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调整系数。根据对同
智机电特有风险的判断，取风险调整系数为 3.5%。
测试计算过程如下：公司管理层以收购日所确定的资产组为基础，对收购日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新增资产中与原资产组相关的资产，调整资产组账面价值，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11,435.94 万元，加上商誉价值
62,730.54 万元，合计被测试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 74,166.49 万元。
公司在计算该资产组合未来可收回金额时是按照资产组合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金额确定。公司结合企业目前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未来经营战略，对
未来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现金流量进行了预测，经计算，该资产组预计可收回金
额合计为 21,422.13 万元，同智机电暂无金融负债，被测试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
74,166.49 万元，故公司对同智机电的商誉减值为 52,744.36 万元。

2、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商誉的形成
2015 年 8 月 4 日，公司与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骏
鹏”）股东林超和林增佛签订了《关于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以现金 40,020 万元受让林超所持有的福建骏鹏 58%的股权，以现金 28,980
万元受让林增佛所持有的福建骏鹏 42%的股权。本次收购事项经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15 年 8 月 20 日召开 2015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 年 9 月底，该股权转让事宜已完成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福建骏鹏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上
述交易中，形成的商誉金额为 60,903.91 万元。
（2）本次商誉减值的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
公司将商誉并表日对应的资产组确定为减值预测的资产组（未含新投资项目），
且鉴于市场竞争环境的加剧、资产组寿命以及技术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等综合因
素，对商誉对应的原有资产组的盈利预期作了谨慎下调，对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进行分析，管理层根据最近一期的财务预算编制对应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预测，
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的折现率 14.50%%对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
行折现，计算得出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在预计未来现金流流量时：公司管理层结合福建骏鹏经营状况，市场行情，
未来规划等因素，对福建骏鹏 2019 年现金流进行预测。基于福建骏鹏所在区域
城市规划和公司新项目发展的需要，公司 2018 年决定在福州长乐新建厂区，等
建成后将原有资产组中设备搬迁至新厂区，对于 2019 年之后的现金流，由于福
建骏鹏已在福州长乐镇进行新厂房建设，预计以后期间将不会在对原资产组进行
投入，同时结合原资产组主要设备的使用年限，2016 年至 2018 年的业绩变动趋
势，预计 2019 年后原资产组现金流入将持续下降。
折现率的确定：管理层采用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14.5%作为资产
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率，在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主要依据参数如下：
①无风险报酬率(Ra)的确定：根据 WIND 数据库数据，取五年期国债到期收
益率的平均值 2.90%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②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确定：根据 WIND 数据库的上证指数上市公司 Beta，
选择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进行风险系数的分析比较，测算出无财务杠杆的风险系
数（β u）为 1.0625。
③企业有财务杠杆的β 系数的确定：根据福建骏鹏公司以前年度资本结构，

确定福建骏鹏公司目标资本结构(无金融负债)。按照以下公式，将上市公司的无
财务杠杆的β 值，依照目标公司的资本结构，折算成福建骏鹏公司的有财务杠杆
的β 值。
④市场风险溢价 Rpm：市场风险溢价是对于一个充分风险分散的市场投资组
合，投资者所要求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率。管理层以 WIND 数据库五年沪深
300 指数市场报酬率 8.49%与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2.90%为基础，取本次市场
风险溢价为 5.59%。
⑤特别风险溢价 a 的确定：特有风险调整系数为根据单位与所选择的对比企
业在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调整系数。根据对福
建骏鹏特有风险的判断，取风险调整系数为 3.5%。
测试计算过程如下：
公司管理层以收购日所确定的资产组为基础，对收购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新增资产中与原资产组相关的资产，调整资产组账面价值，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10,434.87 万元，加上商誉价值 60,903.91 万元，
合计被测试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 71,338.78 万元。
公司在计算该资产组合未来可收回金额时是按照资产组合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金额确定。公司结合企业目前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未来经营战略，对
未来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现金流量进行了预测，经计算，该资产组现值合计为
16,845.17 万元，公司暂无金融负债，被测试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 71,338.78 万
元，故公司对福建骏鹏的商誉减值为 54,493.61 万元。
3、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1）商誉的形成
2015 年 2 月，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苏银河同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银河同智”）与张家书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现金 2,520 万元受让
张家书所持嘉盛电源 40%股权，并在其董事会拥有半数以上席位，从而取得控制
权，2015 年 2 月 1 日为合并日，嘉盛电源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合并日确认
商誉 2,325.03 万元。2015 年 4 月对嘉盛电源按照持股比例 40%增资 680 万元。
2015 年 8 月 4 日，公司及银河同智与嘉盛电源股东张家书签订了《关于洛阳嘉
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 18,280 万元收购嘉盛电源剩余 60%

的股权，收购日投资成本与所享有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差额为 15,453.23 万元
在合并报表依次冲减资本公积与留存收益。由于嘉盛电源 2015-2017 年未完成累
计业绩承诺，因此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2017 年对嘉盛电源商誉发生减值，并
计提减值准备 746.32 万元，计提减值后嘉盛电源对应商誉剩余 1578.71 万元。
（2）本次商誉减值的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
公司将商誉并表日对应的资产组确定为减值预测的资产组（未含新投资项目），
且鉴于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力度的下滑，行业竞争的加剧，主要原材料成
本的持续上涨、资产组寿命以及技术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等综合因素，对商誉对
应的原有资产组的盈利预期作了谨慎下调，对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进行分析，管
理层根据最近一期的财务预算编制对应资产组未来的现金流量预测，按照资本资
产定价模型确定的折现率 15.00%对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算
得出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折现率的确定：管理层采用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15.00%作为资产
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率，在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主要依据参数如下：
①无风险报酬率(Ra)的确定：根据 WIND 数据库数据，取五年期国债到期收
益率的平均值 2.90%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②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确定：根据 WIND 数据库的上证指数上市公司 Beta，
选择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进行风险系数的分析比较，测算出无财务杠杆的风险系
数（β u）为 1.1242。
③企业有财务杠杆的β 系数的确定：根据同智机电公司以前年度资本结构，
确定洛阳嘉盛公司目标资本结构(无金融负债)。按照以下公式，将上市公司的无
财务杠杆的β 值，依照目标公司的资本结构，折算成洛阳嘉盛电公司的有财务杠
杆的β 值。
④市场风险溢价 Rpm：市场风险溢价是对于一个充分风险分散的市场投资组
合，投资者所要求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率。管理层以 WIND 数据库五年沪深
300 指数市场报酬率 8.49%与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2.90%为基础，取本次市场
风险溢价为 5.59%。
⑤特别风险溢价 a 的确定：特有风险调整系数为根据单位与所选择的对比企

业在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调整系数。根据对洛
阳嘉盛特有风险的判断，取风险调整系数为 3.5%。
测试计算过程如下：
公司管理层以收购日所确定的资产组为基础，对收购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新增资产中与原资产组相关的资产，调节资产组账面价值，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2,376.92 万元，加上商誉价值 2,325.03 万元和收
购少数股权冲减资本公积的 15,453.23 万元，合计被测试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
20,155.19 万元。
公司在计算该资产组合未来可收回金额时是按照资产组合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金额确定。公司结合企业目前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未来经营战略，对
未来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现金流量进行了预测，经计算，该资产组现值合计为
4,955.56 万元，公司暂无金融负债，被测试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 20,155.19 万
元，故公司对嘉盛电源的商誉减值为 15,199.64 万元。应分摊至商誉减值准备金
额为 1,848.28 万元（分摊比例是根据上述收购过程嘉盛电源经过两次估值，因
此达到控制权时所产生的商誉所对应的资产组合价值相当于全部价值的
12.16%）。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对洛阳嘉盛商誉计提 746.32 万元
商誉减值准备，故本期补提商誉减值准备为 1,101.95 万元。

（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元
类别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

期末账面余额
金额

坏账准备
比例（%） 金额

账面价值
计提比例（%）

217,580,654.60

21.62

210,601,554.69

96.79

6,979,099.91

786,925,257.83

78.20

72,130,487.95

9.17

714,794,769.88

1,818,740.00

0.18

1,818,740.00

100.00

1,006,324,652.
43

100.00

284,550,782.64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721,773,869.79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元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单项金额重大
并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

0

210,601,554.69

按信用风险特
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

71,623,856.43

796,129.22

单项金额不重
大但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

1,388,517.50

430,222.50

合计

73,012,373.93

211,827,906.41

本期合并增加

本期核销

期末余额

210,601,554.69

183,553.07

473,050.77

72,130,487.95

1,818,740.00
183,553.07

473,050.77

284,550,782.64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523,715,755.48

26,185,787.78

5.00

1至2年

192,582,313.99

19,258,231.40

10.00

2至3年

52,759,315.25

14,291,446.97

27.09

3至4年

9,597,018.36

5,422,315.37

56.50

4至5年

3,125,808.61

1,827,660.29

58.47

5 年以上

5,145,046.14

5,145,046.14

100.00

786,925,257.83

72,130,487.95

合计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期末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则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
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可收回金额是通过对其
的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
相关担保物的价值（扣除预计处置费用等）。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应收款项
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短期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与其现值相差很小，
在确定相关减值损失时，不对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1、单项金额重大是指：应收款项余额前五名或占应收账款余额 10％以上的

款项之和且金额 500 万元以上。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
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其他方法）
组合 1

按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

组合 2

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其他方法）
组合 1

账龄分析法

组合 2

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 1 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司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
相类似的、按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
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以下坏账准备计提的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00

5.00

1至2年

10.00

10.00

2至3年

20.00

20.00

3 年至 5 年

50.00

5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组合中 2，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不计提坏账准备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上述两种情况以外但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
生减值的单项应收款。
大额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和原因如下：
截止 2018 年底，公司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机顶盒业务，本次大额应收账款
计提坏账准备主要由于公司应收款余额较大的部分客户逾期付款时间较长且没
有后续的付款计划、客户自身出现较大的经营困难或经营停止等比较明显的可能
导致重大减值的迹象，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和公司的相关坏
账计提政策，公司基于客观存在的风险，以谨慎的原则，对上述应收款进行了单

独计提金额重大坏账准备处理，计提坏账准备 210,601,554.69 元，预计导致 2018
年度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 210,601,554.69 元。

（三）应收票据坏账计提
单位：元
出票单位

账面余额

单位一

坏账准备

4,546,355.00

账面价值

4,546,355.00

说明
-

票据已逾期，预
计无法收回

由于客户自身出现较大的经营困难或经营停止等比较明显的可能导致重大
减值的迹象，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和公司的相关坏账计提政
策，公司基于客观存在的风险，以谨慎的原则，对上述应收票据进行了单独计提
金额重大坏账准备处理。

（四）存货跌价准备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原材料

5,908,324.33

1,860,257.67

在产品

182,825.33

本期转销

期末余额
7,768,582.00

182,825.33

库存商品

3,640,236.92

17,563,428.52

130,522.45

21,073,142.99

合计

9,731,386.58

19,423,686.19

313,347.78

28,841,724.99

存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
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跌价准备计提的原因说明：
由于受国家行业政策的影响、客户市场订单调整以及客户设计等原因造成产
品缺陷等原因，导致现在一部分在产品与库存产品出现异常或有呆滞报废的可
能，且在 2018 年底前无法处理完。为此，公司从经营谨慎性原则出发，计提了
部分跌价准备。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经过公司核算，公司 2018 年度计提的上述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31,913.97
万元，减少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913.97 万元，减少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1,913.97 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
减值》等相关法规进行，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计提减值准备后，能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
合理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我们一致认为：
1、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的标准和计提依据合
理、充分，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内部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的财务信息能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资
产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
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
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