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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03         证券简称：乐普医疗       公告编号：2019-031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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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普医疗”或“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资产减值测试。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现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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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以及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

—商誉减值》的要求，对 2018 年度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以及对所有投资形成的

商誉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后，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21,868.63 万元，

详情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企业合并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金额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10,020.44 3,784.53 26.57 337.29 13,494.25 

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 1,354.50 217.22 10.96   1,582.68 

坏账准备-应收利息 24.94 151.18     176.12 

坏账准备-长期应收款（含

一年内到期部分） 

                  
1,319.83  

                  
4,257.22  

    
                

5,577.05  

坏账准备-其他非流动资产                          12.00     12.00 

存货跌价准备 470.92 590.47  147.33 914.06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8,264.17   8,264.17 

商誉减值准备 1,858.52 4,591.84   6,450.36 

合计 15,049.15 21,868.63 37.53 484.62 36,470.69 

1、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随收入增长相应增加。公司对各类应收

款项的年末金额按照单独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组合中进行减值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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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3,784.53 万元和 217.22 万元；

对相关金融业务形成的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含一年内到期部分）和其他非流

动资产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151.18 万元、4,257.22 万元和 12.00 万元。计提坏账

准备后，相关科目余额如下： 

（1）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 年末金额 比例(%) 年末坏账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10,445.20 100.00 13,494.25 6.41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210,445.20 100.00 13,494.25 6.41 

（2）其他应收款及坏账准备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 年末金额 比例(%) 年末坏账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0,921.05 100.00 1,582.68 7.57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20,921.05 100.00 1,582.68 7.57 

 

（3）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含一年内到期部分）以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的

坏账准备，系公司之子公司从事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等款项，按照公司相关制度

和信用风险等级评估计提坏账准备的年末余额分别为 176.12 万元、5,577.05 万

元及 12.00 万元。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依据存货成本及可变现的净值孰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90.47 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金额 本年减少金额 

年末金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96.10 160.58  7.86  248.82 

在产品 94.53   94.53   

库存商品 280.29 429.89  44.94  665.24 

合计 470.92 590.47  147.33  9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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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参股公司北京雅联百得科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雅联百得”）持有的投资账面金额 14,831.48 万元，2018 年雅联百得的

经营状况出现较大下滑。鉴于此，公司聘请独立的专业评估机构对其进行评估，

并据此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8,264.17 万元。 

4、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商誉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2015 年，公司以收购价人民币 1,680.00 万元取得海南明盛达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盛达”）64.615%的股权，合并成本超过按比例获得

的明盛达可辨认净资产的差额人民币 1,002.89 万元确认为与明盛达有关的商誉。

明盛达拥有天方药业生产的阿托伐他汀钙胶囊(尤佳)在河南等省的销售代理权，

且该业务占其 2016 年和 2017 年业务量的比重较大。鉴于公司旗下的阿托伐

他汀钙片在 2018 年 7 月顺利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明盛达的代理

同类产品销售业务预计会战略性地退减。鉴于此，公司在对明盛达尝试进行资产

重组或股权转让等未获实质性进展后，预计其未来期间的业绩将无法达到原收购

时的预期，故对其相关的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2）2016 年，公司之子公司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收购价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及增资款人民币 5,000.00 万元取得乐普药业（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乐普药业”）75%的股权，合并成本超过按比例获得的北京

乐普药业可辨认净资产的差额人民币 10,264.86 万元确认为与北京乐普药业有

关的商誉。2018 年度，由于药品进行一致性评价导致费用提高，北京乐普药业

未达到业绩预期。公司聘请独立的专业评估机构针对其进行评估测试，经评估对

该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3,588.95 万元。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商誉减值准备的年末余额为 6,450.36 万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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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款项账面余额 5%以上的款项，经减值测试后存在减值。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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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

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 1：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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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0.50 

1 至 2 年 10.00 10.00 

2 至 3 年 20.00 20.00 

3 至 4 年 30.00 30.00 

4 至 5 年 50.00 5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组合 2：采用信用风险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信用风险特征 融资租赁业务计提比例(%) 

正常类 0.80 

关注类 2.00 

次级类 20.00-40.00 

可疑类 50.00-80.00 

损失类 10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涉诉款项、客户信用状况恶化的应收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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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可变现净值低于

成本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不同类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依据如下：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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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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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

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

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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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

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三）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方法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

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

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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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

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

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

组合。 

商誉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对于因企

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

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在将商誉的账面价

值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时，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公允

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公允价值难以

可靠计量的，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

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

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

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

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商

誉的减值损失。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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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将减少 2018 年利润总额 21,868.63 万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进行了认真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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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有助于为

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