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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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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主要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

值》及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9 年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类资产进

行了清查，并进行分析和评估，经资产减值测试，公司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

减值损失迹象，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进行计提

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和总金额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减值损失 139,885,774.78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79,491,600.00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5,223,000.00 

合  计 224,600,374.78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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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224,600,374.78 元，将减少公司 2019 年度

利润总额 224,600,374.78 元。最终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后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四、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具体情况说明 

1、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吉林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

10 家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218,053,107.15 元，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1 吉林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吉林市政   134,738,907.15  

2 江西省冷热生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25,281,700.00  

3 塔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    22,950,900.00  

4 额敏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10,885,000.00  

5 新疆顺济源通市政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3,440,000.00  

6 沙湾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3,400,000.00  

7 新疆和布克赛尔县环卫处     2,356,600.00  

8 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0.00  

9 长春市盛达筑路材料有限公司     8,500,000.00  

10 吉林市新林筑路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4,500,000.00  

  合计   218,053,107.15  

上述应收账款主要为公司销售除雪专用车及沥青拌合设备形成的应收账款。

截止 2019 年度，上述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近两年中央压缩地方债等政策的实

施，直接影响了其财政支付能力，导致其资金周转、信用评级及日常经营不断恶

化，部分相关业务出现停滞，公司对上述客户的应收账款出现重大逾期。公司多

次派人前往上述客户进行沟通、催收、甚至发送律师函、诉讼，但回款仍不理想。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上述



客户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部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会同相关部门及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评估，根据对上述客户

财务状况、信用状况及可执行财产等情况的评估结果，预计上述应收账款可收回

金额为 53,987,431.75 元。公司预计上述应收账款可收回金额与应收账款账面价

值的差额为 164,065,675.40 元，故公司对上述客户累计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164,065,675.40 元，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18年已提坏账准备  
 19年补提坏账准备

（单项重大）  
 累计提坏账准备  

1 吉林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449,740.62        81,867,494.39     94,317,235.01  

2 江西省冷热生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3,482,670.00        16,899,030.00     20,381,700.00  

3 塔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        4,066,920.00        18,883,980.00     22,950,900.00  

4 额敏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1,555,000.00         6,233,348.05      7,788,348.05  

5 新疆顺济源通市政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364,000.00         2,025,076.00      2,389,076.00  

6 沙湾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340,000.00         2,092,740.78      2,432,740.78  

7 新疆和布克赛尔县环卫处          624,320.00         1,061,855.57      1,686,175.57  

8 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202,250.00         1,517,250.00      1,719,500.00  

9 长春市盛达筑路材料有限公司          645,000.00         6,155,000.00      6,800,000.00  

10 吉林市新林筑路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450,000.00         3,150,000.00      3,600,000.00  

  合计    24,179,900.62    139,885,774.78    164,065,675.40  

    综上所述，2019 年度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上述客户的应收账款共计提坏

账准备金额为 139,885,774.78 元，对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139,885,774.78 元。 

2、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一）投资参股的合资公司：吉林省森茂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新疆天山

森远再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吉林市环欣筑路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森远路桥

工程有限公司、大连泰通森远路桥再生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森远路桥工程

有限公司、山东森际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辽宁森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森达

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福建海森公路养护有限公司，上述公司自成立以来市场业

务开展未实现预期，且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二）投资参股的 SPV 公司：吉林省吉城吉丰管廊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吉

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发管廊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所经营的吉林江南和东部区域管



廊建设项目一标段、吉林经开区九江大路和经开大街北段地下综合管廊两个 PPP

工程项目，受宏观经济影响处于缓建状态，现已经停工。 

上述联营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联营公司 2017 2018 2019 

1 吉林省森茂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231,177.55 -2,807,031.74 -4,328,463.21 

2 新疆森远路港工程有限公司 -2,200,640.91 -302,654.35 -2,921,847.61 

3 吉林市环欣筑路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556,365.46 -1,621,717.16 -1,516,439.52 

4 山西森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327,499.96 -2,327,499.96 -2,327,499.96 

5 大连泰通森远路桥再生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2,368,734.56 -2,639,627.16 -2,492,980.25 

6 内蒙古森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948,591.74 -390,902.33 -2,039,619.64 

7 山东海东森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899,999.96 -1,899,999.96 -1,899,999.96 

8 辽宁森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211,693.87 -1,450,875.39 -2,287,775.37 

9 江苏森达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374,050.00 -2,374,050.00 -2,374,050.00 

10 福建海森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1,919,739.12 -4,652,079.39 -3,583,228.91 

11 吉林省吉城吉丰管廊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096,543.67 1,288,690.87 -723,070.61 

12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发管廊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82,253.17 -21,448.02 -30,287.77 

    由于上述参股联营公司连续两年以上亏损，投资参股的 SPV 公司预计较长

时间无法实施管廊运营，该长期股权投资已经产生减值迹象，公司对其进行了减

值测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公司根据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与长期股权投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长期股

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于 2019 年度对上述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计提

金额为 7,949.16 万元。 

3、计提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减值准备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2 月 15 日公司终止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新疆道路养护及除雪产品

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该项目地点位于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项目达产后主要进行 

各类专业除雪设备和道路养护设备的生产及装配，该项目终止时，公司已经购置

了土地使用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净值为

522.30 万元。 

    《闲置土地管理办法》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开发建设的，

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超过出



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

用权。 

2019 年末，该土地使用权已经闲置两年以上，基于公司期末财务报表判断，

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被政府无偿收回的可能性极大，预期可收回金额为 0 

元，需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522.30 万元。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资产价值，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

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计提依据充分，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2019年，在面临着资产减值的巨大压力背景下，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稳定,市

场销售情况良好。截至 2019年底公司已签订合同，需要 2020年进行交付的合同

订单金额为 197,619,600.00 元人民币。其中，除雪设备销售合同订单

116,741,200.00 元；沥青路面再生设备合同订单 26,400,000.00元 ；市政环卫

设备合同订单 1,400,000.00 元 ；军工产品合同订单 53,078,400.00 元。因此，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并未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同时，公司已责成相关单位及职能部

门进一步做好对债务人的情况进行跟踪、核查，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力度催收债权，

努力尽快回收上述应收款项，维护公司利益，降低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未来，为更加公允地反映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公司

将加大对客户的辨识力度，优选订单质量，严格控制应收账款水平。针对信用风

险，公司 2019 年专门成立风险委员会，主要成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财务总

监。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在签订合同之前，将严格执行对客户资信情况的调查，

控制客户信用风险。对客户单位的信用状况、支付能力、财务状况进行有效的评

估。 

建全应收账款预警制度和责任管理，对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采取预

警制度能够有效防范企业风险，把风险由事后控制转到事前控制。制定严格的赊

销企业规模、信用状况，设定对客户的最高赊销额和最长赊销期。 



健全应收账款的内部控制制度。严格进行职责分工控制，授权审批控制，

定期检查定期核对控制，并做好内部核查制度，对销售与收款业务的岗位设置、

制度执行以及销售、收款进行管理。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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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程序合法、合规。公

司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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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监事

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其他事项 

上述 2019 年底已签订合同，需 2020 年交付的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存在公司不能按时完成交货，导致公司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风险； 

2、合同存在受不可抗力及政策原因等不能履行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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