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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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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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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

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 2019年 12 月 31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内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19年 12月 31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

围包括存货、固定资产及应收款项、长期股权投资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

试后，2019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20,022.48 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万元） 

占 2018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一、应收款项 1298.26 14.2% 

应收账款 1232.17 13.48% 



其他应收款 66.09 0.72% 

二、存货 194.29 2.12% 

库存商品 194.29 2.12% 

二、长期股权投资 18,529.93 202.66% 

合计 20,022.48 218.98%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 

3、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20,022.48 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 

影响后，将减少公司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9,649.34 万元，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约 19,649.34 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本次应收款项计提坏帐准备、存货计提跌价准备、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

备的说明 

公司对 2019 年 12月 31 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长期

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合计约 20，022.48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18.98%。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计提方法 计提依据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元） 
期初坏账或减值
余额（元） 

本期坏账或减值计
提额（元） 

本期坏账核销
（元） 

期末坏账或减值
余额（元） 可回收金额（元） 

按信用风险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款项 

预期信用损
失法 

参考历史信用损

失经验，结合当前

状况以及对未来

经济状况的预测，

编制应收账款账

龄与整个存续期

预期信用损失率

对照表，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6 个月以内(含 ,下同)  1 

308,840,136.71 15,101,010.27 329,341.54  15,430,351.81 293,409,784.90 

6 个月-1 年  5 

1-2 年 20 

2-3 年 50 

3 年以上  100 

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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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37,052.54 55,249,942.53 11,992,338.73 -291,875.15 67,534,156.41 13,202,896.13 

按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其他应收

款项 

预期信用损
失法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

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

状况的预测，通过

违约风险敞口和未

来 12个月内或整个

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率，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应收押金保证金组合  

56,297,892.00 5,966,235.51 660,918.38  6,627,153.89 49,670,738.11 

应收暂付款组合  

应收借款组合  

应收备用金组合  

其他组合  

库存商品  
相关产成品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  

744,109,976.35 1,611,234.94 1,942,910.72 474,192.82 3,079,952.84 741,030,023.51 

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项计提减值的

长期股权投资 

单项计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829,538,027.03 131,822,627.37 185,299,285.45  317,121,912.82 512,416,114.21 

合计 -  2,019,523,084.63 209,751,050.62 200,224,794.82 182,317.67 409,793,527.77 1,609,729,556.86 



 

据上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存

货计提跌价准备、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余额合计为 40,979.35 万元，其中

以前年度已计提坏账及减值准备 20,975.10 万元，本期核销 18.23 万元，因此

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合计 20,022.48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比例超过 50%。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名称：应收款项、存货、长期股权投资 

2、账面余额：201,952.31 万元 

3、资产可收回金额：160,972.96 万元 

4、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详见上表 

5、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存货计提跌价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办法（详细内容见

上表） 

6、本次计提数额：20,022.48 万元 

7、本次应收款项、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减值计提原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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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应收账款的回款管理措施，增强应收账款回款力度。 

（2）根据存货可变现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

将进一步完善存货管理，加快周转。 

(3) 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公司认为对苏州好屋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

损失的迹象，公司对其进行了减值测试，其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计算。公司预计其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本期对该项投资按差额计

提 18,529.93 万元的减值准备。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 

出的，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

地反映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

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

价值和经营成果, 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

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5、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