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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亚太股份”）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中审议

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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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加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浙江亚太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并依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对各项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进行评估和分析，对可

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对 2019 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存 

货、应收款项、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等，进行清查和资产减值

测试后，计提 2019 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4,443.97 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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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应收票据 -86.41 -10.85% 

应收账款 -10.86 -1.36% 

其他应收款 40.19 5.04% 

存货 3,017.26 378.74% 

长期股权投资 1,483.79 186.25% 

合计 4,443.97 5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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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 44,439,770.35 元，将全部计入 2019 年度损

益， 将相应减少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327,257.87 元，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4,327,257.87 元。 

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1、应收票据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期末对应收票据进行全面清查后，经评估，2019 年度应收票据减值准

备应计提金额合计为-86.41 万元，列表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应收票据 

账面余额 43,229.51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43,141.01 万元 

坏账准备余额 88.5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应收票据根据票据类型确定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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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关于应收票据坏账

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 

本期计提数额 -86.41 万元 

计提原因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2、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期末对应收账款进行全面清查后，经评估，2019 年度应收账款减值准

备应计提金额合计为-10.86 万元，列表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67,899.81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62,663.87 万元 

坏账准备余额 5,235.94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

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

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公司按照整个

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

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

公司按照该金融工具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

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公司以单项金融

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

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当以金融工具组合

为基础时，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

金融工具划分为不同组合。对于划分为组合

的应收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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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关于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 

本期计提数额 -10.86 万元 

计提原因 

公司了解到个别客户 2019 年度经营情 

况恶化，综合评估客户的偿还能力，公 

司对此应收款项单独计提减值准备。同 



 

时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计提 

预期信用损失。 

3、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期末对其他应收款进行全面清查后，经评估，2019 年度其他应收款减

值准备应计提金额合计为 40.19 万元，列表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余额 330.19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248.13 万元 

坏账准备余额 82.06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

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当

以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时，公司以共同风险

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不同组合， 

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对于划分

组合的其他应收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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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关于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 

本期计提数额 40.19 万元 

计提原因 根据款项性质划分组合，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4、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经评估，2019 年度存货减值准备应计提

金额合计为 3,017.26 万元，列表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余额 64,357.76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59,523.16 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4,834.60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

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

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

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

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

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

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

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本期计提数额 3,017.26 万元 

计提原因 

2019 年度，汽车行业市场环境较差，公司销售

下滑，加之售价下降，成本上升，且汽车产品

更新换代较快等因素，期末部分存货成本高于

可变现净值，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期末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全面清查后，经评估，2019 年度长期股权投

资减值准备应计提金额合计为 1,483.79 万元，列表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余额 13,578.2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12,094.41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准备余额 1,483.79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孰高作为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

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本期计提数额 1,483.79万元 

计提原因 

公司参股公司深圳前向启创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融资困难，存在减值迹象，经测算的可收回金

额小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部分计提减值

准备。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有关会计政策进行的。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客观、真 

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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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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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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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充分；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