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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19-070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国际”或“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3126号）（“问询

函”），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进行问询，要求公司作进一步核实并补

充披露。 

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分析，现按照问询函的要

求对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资产减值有关情况：（1）涉及减值的氧化铝生产

车间资产的具体信息，包括资产具体类别及名称，转固或购置时间，资产账面

原值、累计折旧及账面价值，本次减值金额、减值原因和后续处置安排等；（2）

结合固定资产实际使用情况，补充说明固定资产减值迹象的出现时点、于本期

计提资产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3）补充披露

上述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包括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主要参

数选取及依据等情况，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准确、恰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请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减值原因：内蒙古大唐国际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公司”）

于 2007 年 7 月开始建设氧化铝生产线，主要是基于我国铝土矿资源短缺，需大

量进口，对铝产业的发展形成制约。同时，内蒙古地区高铝煤炭和高铝粉煤灰资

源充足,构建“煤—电—灰—铝”产业布局，既能协同铝产品的发展战略，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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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的考虑。 

再生资源公司氧化铝生产线采用的高铝粉煤灰生产氧化铝技术为世界空白，

再生资源公司经过多年反复实验和试生产，在“预脱硅-碱石灰烧结法”技术上

取得成功，该技术获得“2013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2018 年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重大奖项。但该生产线采用了大量的新工艺、新设

备。在建设调试期间，又进行了大量的设备技术改造，增大了项目投资，使氧化

铝的生产成本远高于市场价格，又逢电解铝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导致氧化铝项目

自投产后持续亏损。 

2018年 12月根据国家“处僵治困”工作要求，再生资源公司制定了以补足

资本金、债务重组和争取政策支持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治理方案，并经大唐国际董

事会通过后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进行了公告。2019 年再生资源公司在完成补足

资本金和债务重组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在氧化铝生产线资产

处置事项上能够按照《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钢铁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国有资产处置损失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资〔2018〕1

号）文件的内容，对相关资产损失按照核减权益方式进行会计处理的政策支持。

2019年 11月在最终确认氧化铝生产线不适用该文件之后，再生资源公司为完成

“处僵治困”工作任务，对氧化铝系统相关资产制定了挂牌转让的处置方案，根

据资产评估报告，经过大唐国际管理层判断，形成了目前的减值方案。 

截至 2019年 9月底，涉及减值的氧化铝生产车间资产见下表： 

单位：万元 

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粉煤灰预脱硅及活性硅酸钙制备系统  65,581.67   15,476.53   47,072.67  

辅助系统  31,722.95   8,256.08   22,000.02  

铝酸钠溶液制取系统  53,786.99   14,432.21   36,867.70  

生料浆制备及熟料烧成系统  126,965.88   37,062.23   84,032.81  

氧化铝制取系统  43,477.34   11,395.03   30,071.94  

蒸发及酸洗系统  47,103.71   12,345.18   32,580.48  

综合系统  20,881.72   4,445.42   15,470.75  

合计  389,520.26   103,412.68   268,096.37  

上述资产整体转固时间为 2014年 1月 1 日，本次减值金额预计约 12.58亿

元（人民币，下同）。 

后续处置安排：再生资源公司将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对上述资产进行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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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 

（2）结合固定资产实际使用情况，补充说明固定资产减值迹象的出现时点、

于本期计提资产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 

再生资源公司在 2018年 12月的综合治理方案中，提到了结合再生资源公司

现状，拟对再生资源公司有关资产损失核销权益处理以及预期资产损失的内容，

当时氧化铝生产线为停产维护状态，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再生资源公司根据该项

资产实际使用情况、持续经营、争取政策的预期和铝产品市场预期情况，在 2018

年做出计提 18,011.21 万元减值的决定。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的时点及原因已在前文有所表述，2019年 11月由于争取

政策支持的预期落空，对氧化铝系统相关资产制定了挂牌转让的处置方案，为充

分反映再生资源公司的真实财务情况，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形成了目前的减值方

案。公司认为根据该项资产实际使用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数值是合理的，

同时不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 

（3）补充披露上述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包括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认定、主要参数选取及依据等情况，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准确、恰当，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请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2019 年 11 月，公司最终确认氧化铝生产线不适用 2018 年综合治理方案中

《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国有

资产处置损失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资〔2018〕1号）文件的内容。基

于上述情况，再生资源公司制定了对氧化铝系统相关资产进行转让的处置方案，

根据准则对资产组认定的标准，将氧化铝系统相关资产认定为资产组采用资产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方法进行减值测试，经测试减值金额约为 12.58

亿元。 

基于公司拟转让上述资产，相关处置费用均由购买方承担，因此，本次减值

测试主要参数的选取主要依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

《国众联评报字（2019）第 2-1190号》评估报告确定，相关资产基准日 2019年

9月 30日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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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万元） 增值额（万元）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158,690.15 130,803.39 97,465.46 78,162.79 -61,224.69 -52,640.60 -38.58 -40.24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22,310.52 100,617.69 73,821.95 59,774.65 -48,488.58 -40,843.03  -39.64   -40.59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36,379.63 30,185.70 23,643.52 18,388.13 -12,736.11 -11,797.56  -35.01   -39.08  

设备类合计 230,830.11 137,292.98 92,278.81 56,041.16 -138,551.30 -81,251.82 -60.02 -59.18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230,830.11 137,292.98 92,278.81 56,041.16 -138,551.30 -81,251.82 -60.02 -59.18 

固定资产合计 389,520.26 268,096.37 189,744.28 134,203.95 -199,775.98 -133,892.42 -51.29  -49.94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上述计

提资产减值是恰当的，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二、前期，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6日公告，以零对价受让上海朵迈环保科

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朵迈）所持再生资源公司 49%股权并使其成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时对其开展债务重组等综合治理方案，停产氧化铝分厂

并补足 27.37 亿元资本金。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及公司董监高与交易对

方上海朵迈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请公司结合前期公告的综

合治理方案内容和本次评估情况，补充说明本次资产减值是否在前期方案预计

范围内及原因，以及是否存在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的情形。 

公司回复： 

（1）经公司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海朵迈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LE8N8Q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 2016 年 07月 27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章天兵 

经营范围：环保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除

演出经纪）。 

合伙人：章天兵 尹瑛 林荣强 

根据上述情况，经核实，公司未持有上海朵迈股权，上海朵迈也非公司 5%

持股以上股东且上海朵迈为非公司董监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故公司及公

司董监高与交易对方上海朵迈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共 5 页 第 5 页 

（2）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大唐发电关

于公司子公司综合治理方案的公告》，根据综合治理方案内容，公司拟按照国家

去产能政策对氧化铝分厂资产进行处置。本次评估的再生资源公司氧化铝生产车

间的资产与综合治理方案拟处置资产的范围一致，不存在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的

情形。 

三、前期公司于 10月 31日公告，以协议方式受让控股股东大唐集团持有

的呼和浩特热电公司少数股东股权，交易价格 1,782.03 万元，同时由再生资源

公司吸收合并呼和浩特热电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1）再生资源公司完成上

述交易后，短期内进行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2）前期吸收合并的呼和浩

特热电公司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 

公司回复： 

（1）再生资源公司减值原因及合理性已在前文表述，减值的资产为其自身

氧化铝生产线资产，并不涉及呼和浩特热电公司的资产，与再生资源公司吸收合

并呼和浩特热电公司交易并无关系。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经信委批复意见，呼和浩特热电公司两台 300MW 机组按照

再生资源公司的自备电厂方式运行，再生资源公司吸收合并呼和浩特热电公司，

有利于进一步理顺管理关系，实现管理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2）经核实，呼和浩特热电公司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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