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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7              证券简称：拓斯达    公告编号：2021-036 

 

债券代码：123101              债券简称：拓斯转债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的议

案》，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相关规定，现将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及核销坏账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情况概述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和公司财务规章制度的

规定，依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

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

清查，对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长期股权投

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商誉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充

分的评估和分析。 

根据评估和分析的结果判断，公司部分资产已经发生了减值，

应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经核查，对应收账款中客户已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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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挂账追收无果、无收回可能性的应收账款共 21 笔，金额共计

2,807,903.74 元，予以核销。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东莞市野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野田智能”）100%的股权。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估值基准日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东莞市野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东莞市野田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股权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2018]沪第 0128 号）对野田智能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的估值为人民币 15,479.48 万元。公司购买野田智能 100% 的股权交

易金额为 15,000 万元，与公司应享有的野田智能合并日 2018 年 4

月 1 日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3,579.60 万元的差额确认商誉

11,420.40 万元。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野田智能口罩机及

相关业务收入大幅增长，但因未来口罩机及相关业务是否能够持续

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同时，野田智能除口罩机及相关业务外的其他

业务收入情况低于预期，商誉存在减值迹象。具体减值测试等情况

详见公司披露的《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商誉减值

测试报告》。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的范围和总金额     

1、根据资产减值准备测试结果，本次需计提减值准备的资

产主要为存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长期股权

投资以及商誉，详细情况如下： 

项目 本期计提 上期发生 

坏账准备 61,437,680.87 17,342,078.64  

  1、应收账款 37,293,585.43 15,981,358.44  

  2、其他应收款 24,371,534.44 750,571.54 

  3、应收票据 -227,439.00 610,148.66 

存货跌价准备 22,057,616.10 4,629,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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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材料 9,717,502.05 2,266,896.64  

2、在产品 0.00 240,827.86 

  3、库存商品 4,477,541.15 1,978,706.52  

  4、周转材料 53,041.51 142,579.05 

  5、发出商品 122,922.12  

  4、合同履约成本 7,686,609.27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283,359.93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3,680,976.41 7,041,630.70 

商誉减值准备 47,278,645.13  

 

     2、核销资产项目 

 

     

 

            

三、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34,738,278.44 元，核销资产减

值准备 2,807,903.74 元，核销减值准备不对 2020 年度利润产生影

响，计提减值准备，导致报告期净利润减少 114,527,536.67 元，

上述金额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的规定，本次计提是本着谨慎性原则，减值依据合

理，计提减值后能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

果，本次减值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的标准和方法 

     1、坏账准备 

（1）对于银行承兑汇票，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本公司参考历

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不计

项目 本期核销金额 上期核销金额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807,903.74 4,240,482.01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0.00 0 

存货跌价准备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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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预期信用损失。对于商业承兑汇票，按照应收账款连续账龄的原

则计提信用减值准备或者单项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如果商业承兑汇

票到期不能承兑，转为应收账款，按照应收账款连续账龄的原则计

提信用减值准备或者单项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2）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

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里的计入当

期损益。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

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账龄风险组合 本组合以应收账款的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 2：无信用风险组合 本组合为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对于上述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对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

计提比例进行估计如下： 

账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其中：1-6个月（含 6个月） 3.35 

      6个月-1 年（含 1 年） 5.00 

1－2年（含 2年） 12.23 

2－3年（含 3年） 26.53 

3－4年（含 4年） 62.27 

4－5年（含 5年） 95.33 

5 年以上 100.00 

 

（3）其他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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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除应收账款以外其他的应收款项（包括其他应收款、长期

应收款等）的减值损失计量，本公司选择按照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

险是否已显著增加分别按照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阶

段一）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阶段二和阶段三）计量损失

准备。 

2、存货跌价准备 

不同类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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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

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

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

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

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

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

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

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

础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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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事项，真

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不涉嫌利

润 操 纵 ， 董 事 会 同 意 公 司 2020 年 度 计 提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134,738,278.44 元，核销 2,807,903.74 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依据充分，

决策程序规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

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

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事项，真

实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不涉嫌

利润操纵，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34,738,278.44 元，核销 2,807,903.74 元。 

特此公告。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