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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5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注：上市公司披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告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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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对 2019 年末各类存货、应收款项、

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及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本

着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预计金额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对 2019 年末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33,588.49 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资产名称 本期计提 

本期计提占 2018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1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5,914,139.61 5.83% 

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777,228.16 0.77% 

3 存货跌价准备 9,753,409.35 9.62% 

4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80,000.00 0.87% 

5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3,166,666.76 3.12% 

6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3,515,244.64 3.4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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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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誉减值准备 311,878,183.55 307.64% 

 合计 335,884,872.07 331.32%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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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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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元） 495,612,745.99 

资产可收回金额

（元） 
489,698,606.38 

资产可收回金额

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

提坏账准备；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按历史信用

损失经验并根据前瞻性估计调整后进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计提金额（元） 5,914,139.61 

计提原因 

1、个别单项计提：个别账龄较长、涉诉的应收账款，考虑回

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按谨慎性原

则，计提了坏账准备。 

2、其余应收账款根据会计准则要求按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提坏账准备。 

2、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元） 34,156,573.71 

资产可收回金额

（元） 
33,379,345.55 

资产可收回金额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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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过程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

提坏账准备；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按历史信用

损失经验并根据前瞻性估计调整后进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计提金额（元） 777,228.16 

计提原因 

1、个别单项计提：个别账龄较长、涉诉的其他应收账款，考

虑回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按谨慎

性原则，计提了坏账准备。 

2、其余应收账款根据会计准则要求按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提坏账准备。 

3、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元） 484,180,370.7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474,426,961.35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

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9,753,409.35 

计提原因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4、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元） 553,663,619.9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552,783,619.9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在每期末判断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

的迹象。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

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固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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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880,000.00 

计提原因 

期末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后，对已停用或不

常用固定资产按其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计提减值准备。 

5、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资产名称 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元） 147,592,342.81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44,425,676.05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

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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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3,166,666.76 

计提原因 

由于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国

家烟草专卖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9 年第 1

号），要求电商平台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并将电子烟产品

及时下架，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撤回通过互联网

发布的电子烟广告。因此，我司新型烟草产品销售受到较

大影响，相关资产价值未达预期，出现减值迹象。 

6、在建工程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资产名称 在建工程 

账面价值（元） 93,885,305.54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90,370,060.9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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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较高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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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3,515,244.64 

计提原因 

原计划投资的黑龙江顺灏有机化肥项目，目前处

于更改项目用途、沟通环评阶段，原项目建设用

钢材、沙料和水泥等按其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计提减值准备。 

7、商誉减值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资产名称 商誉 

账面价值（元）   352,543,824.92 

资产可收回金额

（元） 
  40,665,641.37 

资产可收回金额

的计算过程 

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本次选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中的资产组自由现金流折现模

型。现金流量折现法的基本计算模型： 

资产组可收回价值=经营性现金流价值 

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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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i：估值对象未来第i 年的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估值对象的未来经营期； 

①收益法估算过程 

a、收益年限的确定 

收益期，根据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等文件规定，确定经

营期限为长期，因此确定收益期为无限期。 

预测期，根据公司历史经营状况及行业发展趋势等资料，

采用两阶段模型，即估值基准日后5年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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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市场等因素对资产组企业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进行

合理预测，假设第6年以后各年与第5年持平。 

b、未来收益预测 

按照预期收益口径与折现率一致的原则，采用资产组自

由现金流确定估值对象的资产组价值收益指标。 

资产组现金流=税前利润+利息费用+折旧与摊销-资本性

支出-营运资金净增加 

预测期税前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营业

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确定预测期净利润时对产权持有人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非经常性收入和支出、非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负债和溢余

资产及其相关的收入和支出等方面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对产

权持有人的经济效益状况与其所在行业平均经济效益状况进

行了必要的分析。  

c、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估值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定价模型(WACC)（税

前）。 

R=Re×We /(1-T) +Rd×Wd  

式中： 

Re：权益资本成本； 

Rd：债务资本成本； 

We：权益资本价值在投资性资产中所占的比例； 

Wd：债务资本价值在投资性资产中所占的比例； 

T：适用所得税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Re= Rf+β ×MRP+Rc  

Rf：无风险收益率 

MRP：Rm-Rf：市场平均风险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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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市场预期收益率 

β ：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311,878,183.55 

计提原因 

子公司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云南省玉溪印刷有限责任公

司预测未来营业收入将出现明显下滑，未来现金流或经营利

润明显低于形成商誉时的预期，商誉减值迹象明显。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9 年度预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3,588.49 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

损益的影响后，预计减少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63.49

万元，预计减少 2019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28,463.4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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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在 2019 年度经营业绩预告考量范围，不会对公

司已披露的 2019 年度经营业绩预告产生影响。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为公司财

务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初步测算,最终数据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后确定。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2019 年度预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3,588.49 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

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计提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最终数据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后确定。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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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助于

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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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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