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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9-19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召开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一、 计提事项情况概述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夯实公司资产质量，公司总部及下属各子公司于 2018

年末，对应收款项、长期股权投资及存货进行了全面核查，现申请拟对长期无法收回款

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并对部分款项予以核销，对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

值准备，对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公司总部及下属子公司相关资产清

理核实情况汇总如下： 

1、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公司对应收款项进行减值测试，对部分应收款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

33,685,992.30元。对 2018年财报影响为：减少当期损益、减少资产总额、减少净资产

33,685,992.30元，减少公司当期归母净利润 33,383,539.80 元。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所属公司 
对各类无法收回的坏账准备 对 2018年度财务报表影响 

减少单体公司当期损益 减少归母净利润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4,136,844.20   24,136,844.20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汽车销售分公司   1,314,887.95   1,314,887.95  

 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4,649,829.90   4,649,829.90  

 上海申华诺宇医用汽车有限公司   1,008,175.00   705,722.50  

 上海明友泓福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910,059.78   910,059.78  

 徐州泓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0,940.17   80,940.17  

 重庆富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50,177.02   50,177.02  

 上海申华黄浦物业发展公司   1,382,303.28   1,382,303.28  

 湖南申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0,090.00   90,090.00  

 湖南申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62,685.00   62,685.00  

合计  33,685,992.30   33,383,5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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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 

公司在年末对持有的存在减值迹象的陕西申华永立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进行了减值测试，根

据对陕西永立的资产评估价值与账面长期股权投资余额进行比较，按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差额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 74,832,802.04 元。对 2018年财报影响为：减少当期损益、减

少资产总额、减少净资产 74,832,802.04 元，减少公司当期归母净利润 74,832,802.04 元。 

 

3、 存货跌价计提 

公司在年末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

成本的存货，根据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单个存货项目对同类存货项目的

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总计 67,979,594.17 元。对 2018

年财报影响为：减少当期损益、减少资产总额、减少净资产 67,979,594.17 元，减少公

司当期归母净利润 66,610,414.57 元。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所属公司   对于各类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对2018年度财

务报表影响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开发产品   开发成本   合计   减少当期损益  

 宜兴宝利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229,965.23 64,060.90 -- -- 294,026.13 249,922.21 

 宜兴宝利丰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7,661.65 -- -- -- -7,661.65 -6,512.40 

 慈溪宝利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85,226.32 560,175.16 

-- -- 
645,401.48 645,401.48 

 东阳市宝利丰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389.97 359,904.30 

-- -- 
375,294.27 191,400.08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12,731.96 654,927.88 

-- -- 
642,195.92 353,207.76 

 宣城宝利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14,364.03 258,658.46 

-- -- 
273,022.49 150,162.37 

 淮北晨沃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16,285.20 407,504.66 

-- -- 
423,789.86 233,084.42 

 芜湖宝利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3,953.21 548,899.75 

-- -- 
552,852.96 304,069.13 

 蚌埠宝利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104,148.57 -137,893.75 

-- -- 
-242,042.32 -133,123.28 

 淮北融申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1,731.72 250,847.58 

-- -- 
252,579.30 128,815.44 

 马鞍山新宝融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472.70 362,293.00 

-- -- 
363,765.70 185,5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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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26,715.60 215,009.70 

-- -- 
241,725.30 123,279.90 

 宿州融申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24,462.95 346,727.59 

-- -- 
371,190.54 189,307.18 

 重庆宝盛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52,044.93 -598,543.43 

-- -- 
-546,498.50 -278,714.24 

 上海申华专用汽车

有限公司  
48,047.76 0.75 

-- -- 
48,048.51 48,048.51 

 上海明友泓福汽车

投资有限公司  
-75,341.04 -363,721.24 

-- -- 
-439,062.28 -439,062.28 

 上海驰晨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279,628.59 -75,566.45 

-- -- 
-355,195.04 -355,195.04 

 四川明友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2,789,880.00 188,993.47 

-- -- 
2,978,873.47 2,978,873.47 

 重庆富华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84,244.82 186,027.03 

-- -- 
270,271.85 270,271.85 

 重庆新明致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150,916.53 447,010.80 

-- -- 
597,927.33 418,549.13 

 重庆祥风驭龙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36,278.80 

-- -- 
-36,278.80 -25,395.16 

 重庆正腾起悦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343,786.27 

-- -- 
-343,786.27 -240,650.39 

 徐州泓福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29,441.95 22,855.77 

-- -- 
52,297.72 52,297.72 

 上海明友泓浩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 
138,922.31 

-- -- 
138,922.31 138,922.31 

 上海弘贤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 
7,764.35 

-- -- 
7,764.35 7,764.35 

 申华（开封）汽车

博展中心有限公司  

-- -- 
13,133,661.19 17,737,295.09 30,870,956.28 30,870,956.28 

 湖南申元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 -- 
16,351,966.27 14,197,246.99 30,549,213.26 30,549,213.26 

 合计  3,094,631.11 3,464,793.52 29,485,627.46 31,934,542.08 67,979,594.17 66,610,414.57 

 

4、 商誉减值计提 

公司在年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算，按照形成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可收

回金额与账面成本的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总计 214,790,692.61元。对 2018年财报

影响为：减少当期损益、减少资产总额、减少净资产 214,790,692.61 元，减少公司当

期归母净利润 214,790,692.61 元。 

综上，本年度公司对部分应收款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 33,685,992.30 元，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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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迹象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74,832,802.04 元，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计提

跌价准备计 67,979,594.17 元，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计 214,790,692.61

元。 

二、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上述处理对 2018年的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为：增加资产减值损失、减少资产总额、减

少净资产 391,289,081.12 元，减少归母净利润 389,617,449.02元。 

 

三、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

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事项。 

 

四、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存货跌价计

提及商誉减值计提，符合资产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决策程序合法，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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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  

 

五、  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决议；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