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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资产出售事项问询函的回复 

 

容诚专字[2020]518Z033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本所”）于 2020 年 9 月 7

日收到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华股份）转发的的贵部《关于对广东威

华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我们为威华股份本次重组财务

报表审计会计师，现将问询函中提到的问题回复如下： 

问询函问题一：《草案》显示，标的资产 2019 年营业收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占你公司比重分别为 66.6%、47.81%和 58.57%。本次交

易后，你公司仍持有标的资产 45%股权，备考报表显示，你公司 2019 年备考营业

收入下降 66.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降 47%。 

（3）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及对你公司 2020 年业绩的影响。请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

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

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

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

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与

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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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权，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出

售各标的公司 55%股权，在本次交易后，持股比例降至 45%。按照上述会计准则规定，

上市公司本次处置股权取得对价 92,079.04 万元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

股比例计算的公司对标的公司在丧失控制权日净资产的份额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公司仍持有的标的公司 45%股权，按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列示于长期股权投资。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 2020 年业绩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 2020 年业绩影响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对合并报表影响 

①处置标的公司股权取得的对价                  92,079.04  

②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标的公司剩余股权                  75,337.40  

③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对标的公司在丧失控制权日净资产的份额                141,142.05  

④投资收益（税前) =①+②-③                    26,274.39  

据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产生的税前投资收益为 26,274.39 万元（未考虑过渡期损

益），将对上市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1、查阅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协议、合同等资料； 

2、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进行本次资产处置的背景、方式、 商业理由等； 

3、对测算过程进行重新计算。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将获得较多投资收益，对公司 2020 年度

经营成果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公司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对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和影响

进行了说明与测算，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询函问题二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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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威利邦、湖北威利邦、广东威利邦才有收益法评估结果，辽宁威利邦采用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收益法下，河北威利邦、湖北威利邦、广东威利邦的股东全部权

益增值率分别为 8.2%、1.78%、32.37%（合并报表净资产增值率）。资产基础法下，

辽宁威利邦去股东全部权益增值率为 25.24%。  

（3）《草案》显示，辽宁威利邦最近两年又一期总资产逐年下降，其中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固定资产余额较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减少 25.17%，主要系 2020 年初辽

宁威利邦停产，出于谨慎考虑对房屋、机器设备及建筑物计提了减值准备。请会计

师说明上述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一、请会计师说明上述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辽宁威利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20 年 5 月 31 日，辽宁威利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为 3,673.56 万元，具

体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办公设备 合计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5,834.15   10,582.83   41.13   8.19   16,466.29  

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  5,056.34   7,694.68   35.09   6.63   12,792.74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777.81   2,888.15   6.04   1.56   3,673.56  

（二）辽宁威利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依据 

辽宁威利邦因存在持续亏损，叠加疫情影响，自 2020 年初开始停产，预计短期内

无法进行复工，期末相关的房屋、机器设备及建筑物等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以华亚正信对辽宁威利邦固定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确定固定资产可

回收金额与账面净值的差额，相应计提减值准备。 

1、计算公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

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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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者确定”。 

因此，辽宁威利邦 2020 年 1-5 月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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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可收回金额。 

2、可收回金额的确定 

（1）对于房屋及建筑物，主要按重置成本法来认定价值；（2）对于机器设备、运

输设备、办公设备等设备类资产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设备特

点和收集资料的情况，对设备类资产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来认定价值，计算

公式为：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3）对于购置时间较早，已停产且无类比价

格的设备，主要是通过参考同类设备的购置价（对差异进行适当必要调整）确定。 

经过以上减值测试确定可收回金额为 3,673.56 万元，数据经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亚正信评报字【2020】第 A07-0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 

综上所述，2020 年 5 月 31 日辽宁威利邦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合理的。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1、我们了解、评估并测试与固定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 

2、对固定资产进行监盘，并观察固定资产状态； 

3、获取管理层编制的固定资产减值测试表； 

4、评价外部评估专家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复核减值测试方法。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2020 年 5 月 31 日辽宁威利邦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

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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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专字[2020]518Z0339 号报告之签字

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0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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