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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

了第九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8 年第四季

度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固定资产、商誉、长期股权投资、应收账款等资产进行

了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资产的价值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公司认

为上述资产中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为此，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为了

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概述  

（一）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原因  

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

状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18 年末对应收款项、固

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商誉等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公司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对确无使用价值的

进行报废处理。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的资产范围、总金额 

经 资 产 减 值 测 试 后 ， 公 司 2018 年 度 计 提 各 项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1,584,966,477.71 元，各项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本期金额（元）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946,682,412.30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报废损失 71,187,537.45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241,588,086.34 

商誉减值 241,628,188.14 

单独认定的坏账准备 83,880,253.48 

合计 1,584,966,477.71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公司 2018 年度净利润约 1,584,966,477.71

元，相应减少公司 2018年末所有者权益约 1,584,966,477.71 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一）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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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应收款项余额达到 100万元（含 100万元）以上的非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关联方的客户应收款项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

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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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金

额重大经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归入相应组合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账龄状态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其他组合 业务类型确定的风险报酬特征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历史损失率为基础，不计提坏账准备 

其他组合 历史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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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以内（含 1 年） 5 5 

1－2 年 10 10 

2－3 年 30 30 

3 年以上 50 5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期末应收款项余额小于 100万元（不含 100万元）的非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关联方的客户应收款项为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不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

减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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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

金额不重大经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归入相应组合提坏账准备 

（二）长期资产减值、商誉减值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

值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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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本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



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

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在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时，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

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

摊。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

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

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

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

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商

誉的减值损失。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的数据和原因说明 

（一）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及原因说明 

根据上述方法，2018 年度共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946,682,412.30 元，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减值资产类别 账面净值(元） 
资产减值金额

（元） 

1 
张家口中油金鸿天

然气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176,157,902.02  

        

176,157,902.02  

固定资产 
        

98,706,989.91  

         

98,706,989.91  

2 
张家口市宣化金鸿

燃气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143,088,188.81  

        

143,088,188.81  

3 
怀安县金鸿天然气

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1,496,664.72  

          

1,496,664.72  



4 
张家口金鸿压缩天

然气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13,807,950.89  

         

13,807,950.89  

5 
张家口金鸿液化天

然气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968,230.97  

            

968,230.97  

6 
宣化县金鸿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 
固定资产 

        

10,403,430.47  

         

10,120,697.47  

7 
呼伦贝尔中油金鸿

燃气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26,363,087.95  

         

24,802,881.95  

8 
张家口金鸿液化天

然气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13,909,476.10  

         

12,460,477.10  

9 
怀来县金鸿液化天

然气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11,351,130.93  

         

10,576,366.93  

10 
兴安盟中油金鸿燃

气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185,557,087.56  

         

90,885,144.28  

11 
怀安县金鸿天然气

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31,710,476.13  

      

21,705,219.20  

在建工程 
     

59,080,477.37  

      

18,317,877.70  

12 
怀来中油金鸿燃气

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110,900,939.94  

         

48,951,379.11  

固定资产 
        

34,434,284.56  

         

15,231,437.93  



13 
张家口万全区金鸿

燃气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49,647,689.46  

         

10,578,713.94  

固定资产 
        

44,248,106.19  

          

9,393,112.80  

14 
阳原金鸿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在建工程 
        

22,159,471.68  

          

9,134,716.90  

固定资产 
        

19,168,397.39  

          

8,175,729.10  

15 
张家口市宣化金鸿

燃气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4,175,372.70  

          

1,830,367.53  

固定资产 
       

300,410,895.25  

        

110,629,347.86  

16 
宣化县金鸿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 

在建工程 
       

108,005,603.62  

         

41,752,821.01  

固定资产 
        

42,287,574.99  

         

14,571,049.77  

17 
榆林中油金鸿液化

天然气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11,627,995.68  

          

9,036,633.82  

固定资产 
         

9,525,191.37  

          

8,038,003.17  

固定资产 
        

36,264,507.41  

         

36,264,507.41  

 合计   946,682,412.30 

减值准备计提的原因说明： 

2018 年 5 月份受关联方债务违约的市场影响，2018 年 7 月开始联合信用评

级有限公司持续下调公司的信用等级，同时在国家政策层面金融领域去杠杆动作

迅猛，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公司融资环境恶化，特别是 2018年 8月 27日到期的

8 亿“15 金鸿债”违约，直接导致 2018 年四季度多家金融机构暂停对公司进行

授信，已有授信暂停放款，部分银行抽贷，更有金融机构宣布贷款提前到期，部

分金融机构和债券持有人对公司提起诉讼，致使公司无法获取外部融资，同时还

需要用经营性现金收入来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本息。从而影响公司工程项目的后续

投入所需的资金，造成在建工程项目无力再进行进一步施工建设，同时在建项目

的停滞会导致已经完工的部分固定资产后续也无法达到预期的使用效益，时间的



推移带来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现有资产的使用效益。公司对于出现减值迹象

的长期资产，聘请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了减值的咨询和测试，公司管理层结合投资

策略、资金情况、项目开展实际情况以及资产评估机构的减值测试结果，对长期

资产进行了减值计提。 

 

（二）长期资产报废损失的计提及原因说明 

2018 年度，共计报废长期资产 71,187,537.45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资产类别 项目 报废金额（元） 

 1 
张家口应张天然气有

限公司 
在建工程 

应张支线-蔚县

段 
      

11,044,805.75  

 2 
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泰安-单线长输

管线工程 

         

15,041,112.41  

3  
泰安港泰基础设施建设

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东阿段报废管

线 

         

640,923.38  

 4 
泰安金鸿天然气有限公

司 
固定资产 

太阳部落等中

压管线 

         

514,350.00  

 5 泰安港新燃气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宁阳磁窑段等

改线管线 

       

9,031,535.49  

 6 
中油金鸿华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LNG储配站及分

布式能源项目 

       

6,650,141.90  

7  
张家口市宣化金鸿燃气

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煤气管道 

       

6,592,062.23  

8  
延安中油金鸿天然气有

限公司 
固定资产 燃气管网 

         

21,672,606.29  

 合计   71,187,537.45 

具体原因说明： 

   1、因为资金紧张，公司压缩投资，对于项目投入需求大，回报期长，市场预

计不明朗、已完成工程量小的项目停止建设，予以报废。如第 1项、第 2项及第

6项。 



2、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管线予以报废。如第 3项、第 4项、第 5项。 

3、第 7项为煤气管道资产，完成煤改气的置换后，原有管道无使用价值，予

以报废。。 

4、第 8项报废原因：当地燃气公司拥有更加便宜的气源，利用资金及资源优

势占领了当地市场，公司未能取得特许经营权，部分直接连接用户管网资产处置

给对方后，其他资产无价值，故进行报废。如第 8项。 

（三）长期股权投资损失的计提及原因说明 

2018 年度共计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241,588,086.34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减值资产

类别 

项目 账面净值(元） 资产减值金额（元） 

1 金鸿控股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长期股权

投资 

瑞弗莱克油气

有限责任公司 

 

241,588,086.34  

 

241,588,086.34 

具体原因说明： 

瑞弗莱克勘探前景不明朗且需要投入的资金巨大，公司资金紧张为迅速回笼

资金，2018 年与中油鸿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出售协议，约定参考审计

及评估净资产作价，根据期后确定的出售价值计提减值。 

（四）商誉减值损失的计提及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资金紧张，而下属公司投资项目均需要资金的支持。资金欠缺导致

部分项目建设进度及市场拓展不及预期，经管理层及所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的专

项测试，2018 年度共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83,880,253.48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账面净值(元） 资产减值金额（元） 

1 宽城金鸿燃气资产组 104,869,329.81 100,322,278.51 

2 
北京正实同创环境工程

科技资产组 
86,530,822.72 86,530,822.72 

3 苏州天泓燃气资产组 99,311,315.21 26,210,962.11 

4 
张家口市鸿泰管道工程

安装资产组 
6,025,254.95 6,025,254.95 

5 
巨鹿县中诚隆缘燃气资

产组 
2,607,381.66 2,607,381.66 

6 张家口宣化金鸿液化石 2,505,188.08 2,505,188.08 



油气资产组 

7 
张家口市宣化中油燃气

设备经销服务资产组 
1,554,578.92 1,554,578.92 

8 
张家口嘉泰物业服务资

产组 
143,222.75 143,222.75 

9 
张家口茂源林木种业资

产组 
5,837,810.74 5,837,810.74 

10 威海燃气有限公司 127,211,332.41 9,890,687.70 

 合计  241,628,188.14 

（五）单项应收款项减值准备的计提及原因说明 

2018 年度，公司个别认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83,880,253.48 元，具体情况

如下： 

应收款项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金额 计提原因 

宁夏泰益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1,620,000.00 15,810,000.00 诉讼中，按照预期收回可能计提 

阳原县达鑫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29,275,426.80 24,815,157.80 
对方经营困难，按照预计收回可

能计提 

霍林郭勒金源口热电有限公司 22,654,647.95 11,327,323.98 诉讼中，按照预期收回可能计提 

河北元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7,522,500.00 17,522,500.00 预期无法收回 

聊城市通远管业制造有限公司 2,125,732.24 2,125,732.24 预期无法收回 

张家口京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969,000.00 1,969,000.00 预期无法收回 

泰安创时代金港机械有限公司 385,775.76 385,775.76 预期无法收回 

山东恒基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64,650.70 64,650.70 预期无法收回 

河北元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9,860,113.00 9,860,113.00 预期无法收回 

合计  83,880,253.48 -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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