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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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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年 4

月 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计提 2020年度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

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公司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本着谨慎性原

则,对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资产计提并确认相应的减

值损失准备,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

求，为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基于谨

慎性原则，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并对公司截止 2020 年

12月 31 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有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期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全年合计计提 244,621,951.51元人民币，其中

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 25,964,472.59 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102,181,831.44

元，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6,393,592.35 元。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1,181,781.38 元，商誉减值准备 36,936,679.09 元，预付账款计提减值损

41,963,594.66元。本次发生的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影响当期损益（税前）共计

244,621,951.51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应收款项 25,964,472.59 

存货 102,181,831.44  

固定资产 16,393,592.35  

无形资产 21,181,781.38  

商誉 36,936,679.09  

预付账款 41,963,594.66  

注：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及长期应收款。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为 2020年度。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0年末对有关应收款项、存货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预付账款以

及商誉进行清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依据减值测试结果确

定可收回金额,以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 

（一）应收款项  

公司 2020年度计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25,964,472.59  元，计提依据如下：  

资产名称  应收款项  

账面价值   88,324,531.95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62,360,059.36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

过程  

对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按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

根据前瞻性估计调整后进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损失准备的依

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计提金额（元）   25,964,472.59 

计提原因  存在不能全额收回的风险。  

注：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及长期应收款。  

（二）存货跌价损失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并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

及库存产品的品质情况,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并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

公司在对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存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按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

价值孰低的原则对期末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同时，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

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其拥有



的部分存货可变现净值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评报字（2021）第 6067 号）

本期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102,181,831.44元。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  499,537,804.62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397,355,973.18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

过程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自制半成品及周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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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损失准备的依

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102,181,831.44 

计提原因  根据公司的经营计划及市场价格及技术因素，部分存货可变现净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三）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为客观反映本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及公司有关会计政策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

金额,并计提减值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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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清查,因海外疫情，

应当地政府的号召，公司丹麦、拉脱维亚子公司 8个农场停止经营，部分房屋建

筑物以及机器设备存在减值迹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16,393,592.35 元,无

形资产土地减值损失 21,181,781.38元。海外评估机构 Danbolig Lemvigv 和 SIA

“Interbaltija”出具了关于公司位于丹麦和拉脱维亚的 8个农场的估值报告。

同时，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关于

Danbolig Lemvigv 出具的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公司位于丹麦的 6 个农场

的《MARKEDSVAERDIBEREGNING》（估值报告）的复核报告》（联合中和（2021）

BJC 第 008 号）、《关于 SIA“Interbaltija”出具的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公司位于拉脱维亚的 Lubezeres 农场的《Lubezeres zvēru ferma tirgus vē

rtību》、Mežrozes 农场的《“Mežrozes” tirgus vērtību》及《“Rudītes” 

tirgus vērtību》（估值报告）的复核报告》（联合中和（2021）BJC第 009号）。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   370,801,325.54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354,407,733.19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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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损失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16,393,592.35 

计提原因  因疫情影响，海外8个养农场处于关停状

态，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闲置 

 

资产名称  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   54,893,453.49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33,711,672.11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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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损失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21,181,781.38  

计提原因  因疫情影响，海外8个养农场处于关停状

态，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闲置 

（四）商誉减值损失 

2014 年 11 月，公司受让河北华源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服装”）

100%的权益。收购形成合并商誉 3,693.67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商誉所在资产组与收购日形成商誉时所确定的资产组一

致，其构成未发生变化。自商誉形成以来，公司定期进行减值测试，未对商誉计

提过减值准备，商誉账面金额无变动。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华源服装作为以出口为主的裘皮服装业务受国外

疫情影响巨大，业绩大幅下滑，且未来该行业模式、走向或受更长远地影响，公

司管理层 判断商誉受此影响出现减值的可能性很大，为客观评价相关资产组价

值，特聘请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即《华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含并购河北华源服装有限公司形成

的商誉资产组可回收金额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评报字（2021）第 6066号）。

经评估，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966.61 万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 4,333.97 万元。经公司年报审计机构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693.67 万

元。 



资产名称  子公司华源服装的商誉 

账面价值  36,936,679.09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966.61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可回收金额为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

额的方式确定可回收金额。 

本次计提损失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36,936,679.09  

计提原因  因疫情，专注于出口业务的子公司华源停

止经营 

 

（五）预付账款减值损失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并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

及预付的原材料产品的价值,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并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

则,公司在对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预付原材料进行清查的基础上,按照可变现

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对其进行减值测试。预付账款计提减值

41,963,594.66元。 

资产名称  预付账款 

账面价值   90,964,754.78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49,001,160.12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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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损失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41,963,594.66  

计提原因  预付货物存在减值 

 

三、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2020 年当期损益（税前）共计

244,621,951.51元。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对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基于谨慎性原则,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公

司章程》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截止 2020 年

12月 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依据充分,计提方



式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后,能更加真实、准确地

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

减值损失后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不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4、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其拥有的部分存货可变现净值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

和评报字（2021）第 6067号） 

5、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 Danbolig Lemvigv

出 具 的 华 斯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控 股 公 司 位 于 丹 麦 的 6 个 农 场 的

《MARKEDSVAERDIBEREGNING》（估值报告）的复核报告》（联合中和（2021）BJC

第 008号）、《关于 SIA“Interbaltija”出具的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公

司位于拉脱维亚的 Lubezeres农场的《Lubezeres zvēru ferma tirgus vērtību》、

Mežrozes 农场的《“Mežrozes” tirgus vērtību》及《“Rudītes” tirgus v

ērtību》（估值报告）的复核报告》（联合中和（2021）BJC第 009 号）。 

6、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含并购河北华源服装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资产组可回

收金额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评报字（2021）第 6066号） 

 

特此公告。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