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Jingyi Metal Co.,Ltd.  

第 1 页 共 6 页 

 

证券代码：002295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0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2019年12月25日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要求，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金融资

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该模型要求持

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以更加及时、足额的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

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根据前述要求，对于划分为账龄组合的应收款项，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

经验，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的变化情况、公司产品销售回款情况，以及公司应收账

款合同账期大部分均在3个月以内的实际情况，预期账龄为3个月以内的应收款项

回款风险较小，预期账龄为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回款风险加大，为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账龄为

3个月以内和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承兑人为非金融机构的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

计提比例进行变更，并在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中予以调整。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开始执行。 

3.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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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 

4.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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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金额重大是指合并报表应收款项余额前五名或占

应收款项余额10%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计提方法 

经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减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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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且与相同账龄的

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参照信用风险组合

以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内部业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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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项性质组合 据债务人信用情况进行减值测试，对收款有明确保证的

应收政府部门保证金、押金等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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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3.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30.00% 30.00% 

3年以上 80.00% 80.00% 

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组合名称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内部业务组合 0.00% 0.00% 

款项性质组合 0.00% 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有确凿证据表明可收回性存在明显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利

息、长期应收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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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应收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为承兑人为信用风险较小的银行，不计提

坏账准备；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为非金融机构的，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作为信用风

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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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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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金额重大是指合并报表应收款项余额前五名或占

应收款项余额10%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计提方法 

经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减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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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且与相同账龄的

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参照信用风险组合

以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内部业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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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项性质组合 据债务人信用情况进行减值测试，对收款有明确保证的

应收政府部门保证金、押金等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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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月以内（含 3 个月） 2.00% 2.00% 

4 至 12 个月 3.00% 3.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30.00% 3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组合名称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内部业务组合 0.00% 0.00% 

款项性质组合 0.00% 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有确凿证据表明可收回性存在明显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利

息、长期应收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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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应收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为承兑人为信用风险较小的银行，不计提

坏账准备；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为非金融机构的，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作为信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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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特征。 

6.会计估计变更前后对比 

本次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仅针对分组为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的坏账计提办法（详见下表）。对原划分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内部业

务组合”、“款项性质组合”的分类，仍沿用原办法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 
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 

变更前 变更后 

3个月以内（含3个月） 3.00% 2.00% 

4至12个月 3.00% 3.00% 

1至2年 10.00% 10.00% 

2至3年 30.00% 30.00% 

3年以上 80.00% 100.00%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不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假定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从2018年1月1日开始执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增

加2018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91万元。 

3.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业务的范围无影响。根据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编制

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比例未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 50%，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股东权益的 50%，也不会导致公司最近一期定期报

告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因此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listed/smeboard/P020190228665755006557.pdf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listed/smeboard/P0201902286657550065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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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对于划分为组

合的应收款项，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所处行业的变化情况、公司

产品销售回款情况、应收款项回款风险情况等对应收款项会计估计进行变更，不

会对公司此前各期已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根据变更后的会

计估计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款项，参考

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所处行业的变化情况、公司产品销售中货款回收

情况、应收账款回款风险情况等对应收款项会计估计进行变更，不会对公司此前

各期已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表决

程序、结果合法有效。 

3.公司根据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

款项，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所处行业的变化情况、公司产品销售

中货款回收情况、应收款项回款风险情况等对应收款项会计估计进行变更，不会

对公司此前各期已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根据变更后的会计

估计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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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有关事

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