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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7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4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清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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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2019年度公司聚焦消费电子“品牌商”策略，逐步拓宽在该领域的布局，优化

产品结构，调整供应链模式，采用外协生产，加快市场反应速度，退出自行制造，

聚焦于产品开发及市场拓展环节。因退出制造环节，公司对旗下业务经营同步做

了相应调整，并且为盘活资产，更加真实、正确反应公司财务情况，对因业务调

整或关闭工厂而产生的呆滞、闲置资产进行梳理，处置。该事项业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2019-040、2019-042、2019-045、2019-046、

2019-047、2019-05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就上述事项而触发的资产处置已基本完结，公司对留

用资产基于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经营业务已无使用价值

的资产根据实际资产状况、市场行情进行清理，由此造成本报告期有较大额的资

产减值准备与资产处置损失。 

单位：万元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截至2019年10月31日） 

本期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 

资产处置损失（截至

2019年12月31日） 

23,820.81 11,310.16 614.61 8,199.15 

合计影响当期利润金额为：8,8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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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柏科技”、“公司”）于2020年1

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清理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相关规定，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清理资产的原因 

（一）聚焦 “品牌商”策略，退出制造环节 

2019年度公司聚焦消费电子“品牌商”策略，逐步拓宽在该领域的布局，优化

产品结构，调整供应链模式，采用外协生产，加快市场反应速度，退出自行制造，

聚焦于产品开发及市场拓展环节。因退出制造环节，公司对旗下业务经营同步做

了相应的调整，并且为盘活资产，并更加真实、准确反应公司财务情况，对因业

务调整或关闭工厂而产生的呆滞、闲置资产进行梳理、处置。该事项业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

海 证 券 报 》、《 中 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2019-040、

2019-042、2019-045、2019-046、2019-047、2019-05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就上述事项而触发的资产处置已基本完结，公司对经

营业务已无使用价值的资产根据实际资产状况、市场行情进行清理，对留用资产

基于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由此造成本报告期有大额的资产

处置损失与资产减值准备。 

（二）年度常规资产清查 

除上述以外，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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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范围内截至

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进行了分析，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最

终确认已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坏账予以核销；已进行销售或内部

领用的存货对其前期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予以转销；无使用价值的长期资产予

以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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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计提信用、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应收账款及存货跌价准备）核

销及资产清理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信用、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因公司调整业务经营规划，关闭工厂等原因影响，同时基于谨慎性原则于资

产负债表日对合并报表范围内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后，公司本期计提各

项资产减值准备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计提 

本年转销 
年末余额 

转回 核销 

1 
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 
801.40 1,333.39 360.07 532.98 1,241.74 

2 
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 
43.09 162.09 11.82 2.43 190.93 

3 存货跌价准备 445.11 336.87 - 649.07 132.91 

4 
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 
210.86 786.75 - 289.28 708.33 

合计 1,500.46 2,619.10 371.89 1,473.76 2,273.91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

31日。） 

（二）本次核销资产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和资产价值，对公司部分无法回收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予以核销，对报

告期内出售或领用的商品、原材料等，对其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予以转销。本

次核销 应收账款坏账532.98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2.43万元、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649.07万元。 

（三）本次清理资产损失的情况 

2019年度公司对业务正常经营已无使用价值的资产予以清理，确认损失金额

8,782.37万元，其中主要原因是公司聚焦消费电子“品牌商”策略，逐步拓宽在该

领域的布局，优化产品结构，调整供应链模式，采用外协生产，退出自行制造，

处置自有工厂端的资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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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计提信用、资产减值准备，资产核销及资产清理具体说明 

（一）计提信用、资产减值的情况说明 

1.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评估，2019年度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1,333.39万元;对其

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162.09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本年计提 

坏账准备 

期末坏账 

准备余额 

备注 

应收账款 13,242.70 12,000.96 1,333. 39 1,241.74 - 

其中：  

--按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4,287.88 3,430.30 1,102.91 857.58 

公司机器人业务日常经营中，与客户

就是否完全达成合同约定存有分歧，

合同款项未予以全部收回，根据谨慎

性原则，公司对应收账款根据其预期

信用损失进行评估并予以坏账计提。 

--按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账龄组合） 

8,954.82 8,570.66 230.48 384.16 

 

公司依据应收账款账龄做预期信用

损失评估并予以坏账计提。 

 

其他应收 

账款 

640.50 449.57 162.09 190.93 - 

其中：  

--按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账龄组合） 

640.50 449.57 162.09 190.93 - 

 

2.存货跌价准备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对于存货因遭受

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

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336.87万元。 

单位：万元 

资产

名称 

账面 

原值 

预计可变

现净值 

本年计提

存货跌价

准备金额 

期末存货

跌价准备

余额 

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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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3,276.56 3,143.65 336.87 132.91 

公司依据公司的存货使用和销售计

划，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

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使存货可变

现净值低于其成本，本报告期发生计

提跌价准备336.87万元。 

 

3.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单位：万元 

资产

名称 

账面 

原值 

预计可回

收金额 

本年计提长

期资产减值

准备金额 

期末长期

资产减值

准备余额 

事项说明 

长期

资产 
34,663.47 21,851.25 786.75 708.33 

公司关闭自有工厂所涉及固定资产

的保留部分根据资产实际情况以及

交易市场获取到的相关信息进行减

值测试，将可回收金额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计入减值损失。 

（二）资产核销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本次应核销的应收账款坏账

532.98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2.43万元、转销存货跌价准备649.07万元。具体明

细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本期核销 核销原因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532.98 备注3 

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43 - 

存货跌价准备 649.07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

已经出售或领用的商品、原材

料等，涉及已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予以转销。 

备注3： 

单位：万元 

债务人 
应收账

款金额 

年初计提 

坏账准备 

余额 

本期计提 

坏账准备 

金额 

核销坏账

金额 

是否因

关联交

易发生 

事项说明 

应收账款

——A单位

（机器人业

务） 

622.98 287.65 245.33 532.98 否 

公司与A单位前期签订

了机器人业务项目合同，

公司应收账款剩余

622.98万元一直未能收

回。经过多轮协商双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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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四季度达成了

最终和解方案。根据和解

合同相关约定A单位无

需再支付合同款项共计

532.98万元，公司将此笔

应收账款坏账予以核销。 

（三）清理固定资产损失的说明 

2019年度公司聚焦消费电子“品牌商”策略，逐步拓宽在该领域的布局，优化

产品结构，调整供应链模式，采用外协生产，加快市场反应速度，退出自行制造，

聚焦于产品开发及市场拓展环节。因退出制造环节，公司对旗下业务经营同步做

了相应的调整，并且为盘活资产，更加真实、正确反应公司财务情况，对因业务

调整或关闭工厂而产生的呆滞、闲置资产进行梳理，处置。该事项业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2019-040、2019-042、2019-045、2019-046、

2019-047、2019-05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就上述事项而触发的资产处置已基本完结，公司对经

营业务已无使用价值的资产根据实际资产状况、市场行情进行了清理，由此造成

本报告期有大额的资产处置损失。以下为全年度的处置损失（除工厂处置外还包

括会计期间内依据实际情况常规性进行资产核查后对自身经营后续无使用价值

的资产清理），其中大部分皆为前述原因造成。 

单位：万元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清理损失 

固定资产 20,610.26 9,863.69 8,782.37 

 

以上固定资产主要为公司制造端资产：工厂运营所需的办公软硬件及其他设
备、资产；制造产线、设备及相关附属设备；模具；以及厂房、宿舍楼附属设备

及相关配套工程。 

其中： 

单位：万元 

分类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清理损失 

办公类 1,600.42 669.50 658.30 

制造设备类 9,622.26 4,011.04 3,074.50 

模具类 4,976.94 1,996.76 1,940.39 

建筑物附属类 4,410.65 3,186.39 3,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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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可知，关闭工厂因此而产生的闲置资产清理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了

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公司得以降低固定消耗，减少机会成本，集中

精力、资源强化产品开发，进行市场扩张，业务扩展，并且能够更加真实反映公

司财务信息。 

四、计提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应收账款坏账、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一）原因简述 

深圳零度智能飞行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零度”）为公司于2015年以

1,800万元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60%），前期主要经营无人机业务,

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增速发展后，后续期间因市场竞争及行业监管等不利影

响，导致业务发展并不顺利，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业务规划，逐步弱化业

务发展。2019年随着雷柏科技业务转型，决定不再进行无人机生产，继而关闭无

人机业务，目前深圳零度已无实质性对外经营业务，且处于超额亏损状态，其对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单体公司的债务已无法偿还。 

零度（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零度”）为深圳零度全资子公司，

其主要经营无人机海外市场业务，目前经营状况及财务情况与深圳零度一致。 

基于前述，公司及旗下全资子公司雷柏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雷柏”）

于期末对深圳零度及香港零度应收款余额予以全部计提坏账准备，同时公司将对

深圳零度长期股权投资1,800万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二）具体情况 

1.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单位：万元 

债权人 债务人 
应收账款 

余额 

其他应收款 

余额 

本年计提 

坏账准备 

雷柏科技 深圳零度 1,189.47  1,189.47 

雷柏科技 香港零度 2099.61  2099.61 

香港雷柏 香港零度  252.59 252.59 

合计 3289.08 252.59 3,541.67 

2.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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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深圳零度长期股权投资1,800万元予以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五、对公司的影响 

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以及清理资产，将减少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11,029.57万元，相应减少2019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1,029.57

万元。 

其中计提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应收款坏账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分别

计入公司母公司及香港雷柏财务报表当期损益，不影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当期损

益。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以审计机构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审批程序 

该议案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清理资产合理性

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清理资产事项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更为客观公

允地反映了公司合并层面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体公司2019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清理资产的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清理资产事项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

规定，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合并层面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体公司的资产状况，

使公司关于资产情况的会计信息更为合理可靠，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清理资产，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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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意见 

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清理资产是依据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及其制度规定，公允地反映了报告期末公司合并

层面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体公司的资产状况，他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清

理资产。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清理资产的审批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够公允反映公司合并层面及合并报表范围内

单体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实际价值，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及清理资产的事项，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清理资产合理

性的说明。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