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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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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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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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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的资

产和财务状况，公司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存货、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拟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公司初步测算，对 2019 年度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预计为 4108.40 万元，明细如下： 

资产减值名称 
2019 年拟计提资产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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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5.68 0.15% 

应收账款 -38.81 -1.03% 

其他应收款 -33.55 -0.89% 

长期应收款 22.24 0.59% 

存货 10.2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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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755.83 20.10% 

无形资产 5.56 0.15% 

商誉 3,381.25 89.91% 

合计 4,108.40 109.24% 

本次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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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3、公司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2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独立董事对

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二、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2019 年度公司拟计提减值准备 4,108.40 万元，其中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3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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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

的比例超 30%且单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及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8 号-资产减值》相关规定及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

示第 8号——商誉减值”具体要求，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日为基准日对并购

子公司商誉进行减值测试：（1）确定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预计各资产组组

合的可回收金额，确定各资产组合是否存在减值，如存在减值则计提相关资产组

组合减值准备；（2）将商誉按照合理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与各资产组

组合的可收回金额进行对比，确定商誉减值金额，并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对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预计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3,381.25 万元。 

2、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  商誉原值  

以前年度累计 

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 

2019 年度

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2019 年末商誉 

净额 

收购成都富临长运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

长运”）股权时形成商誉 

              

21,100.30  

                

5,410.00  

                

2,176.01  

              

13,514.29  



 3 

收购四川省眉山四通运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眉山四通”）股权时形

成商誉 

                   

927.88  

                          

0  

                   

927.88  

                          

0    

收购都江堰市中山出租汽

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山出租”）股权时

形成商誉 

                   

557.36  

                   

280.00  

                   

277.36  

                          

0   

（1）成都长运商誉减值准备计提过程 

根据成都长运业务特点，将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划分为车队资产组组合、

车站资产组组合、出租车资产组组合。 

各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按照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其中：车队资产组组合和

出租车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相关预测数

据以公司 2019年实际发生为基础，预测未来五年现金流量，根据资本资产定价

模型确定折现率，测算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车站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按照

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确定。 

经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车队资产

组  

 出租车资

产组  

 车站资产

组  
 合计  

可收回金额 ① 29,743.49 23.86 17,385.47 
 

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账面

价值 

② 36,795.61 560.03 15,761.22  

应计提的全

口径商誉减

值准备 

③=②-① 7,052.12 536.17 - 
 

按照持股比

计算公司应

计提的商誉

减值准备 

④=③*99.97% 7,050.00 536.01 - 7,586.01 

已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⑤  4,950.00 460.00 - 5,410.00 

本期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 
 ⑥=④-⑤ 2,100.00 76.01 - 2,176.01 

 公司已聘请评估机构对成都长运各资产组进行资产评估，最终数据以评估

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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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眉山四通商誉减值计提情况 

根据眉山四通业务特点，以公司长期资产作为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经测算，

眉山四通的可收回金额按照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确定。 

经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如下： 

项目 序号 金额（万元） 

可收回金额 ① 5,608.38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② 6,776.71 

应计提的全口径商誉减值 ③=②-① 1,168.32 

按照持股比计算公司应计提的商誉减值

准备 
④=③*79.42% 927.88 

已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⑤  0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⑥=④-⑤  927.88 

公司已聘请评估机构对眉山四通资产组进行资产评估，最终数据以评估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结果为准。 

（3）中山出租商誉减值计提情况 

根据中山出租业务特点，以公司长期资产作为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经测算，

中山出租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相关预测数据以公司

2019 年实际发生为基础，预测未来五年现金流量，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

折现率，测算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经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如下： 

项目 序号  金额（万元）  

可收回金额 ① 380.15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② 937.51 

应计提的全口径商誉减值 ③=②-① 557.36 

按照持股比计算公司应计提的商誉减值

准备 
④=③*100% 

557.36 

已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⑤  280.00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⑥=④-⑤ 2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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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聘请评估机构对眉山四通资产组进行资产评估，最终数据以评估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结果为准。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9 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4,108.40 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

东损益影响后，预计减少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18.05万元，

相应减少 2019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918.05 万元。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

了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更具合理性，因此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价值；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决策程序规范，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决策程序合法，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财务信息，因此，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七、备查文件 

(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 《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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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