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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4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21-027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 2020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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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

年4月2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20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

值及经营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 2020 年末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等资产进

行了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固

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等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对可

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拟计入的

报告期间 

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2020 年末存在可能发生资产减值迹

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存货、固定资产及无

形资产等进行减值测试。经过全面清查和测试，公司拟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8,191.05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 475.00%。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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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报告期内计提金额 
占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信用减值损失： 12,642.23 213.01% 

坏账准备 12,642.23 213.01% 

资产减值损失： 15,548.82  261.99%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4,234.21  -71.34% 

存货跌价损失 16,822.50  283.45%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960.53  49.88% 

合计 28,191.05  475.00% 

（三）本次计提坏账准备情况的具体说明 

因坏账准备、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的单项计提金额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均在 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

民币 1,000 万元，列表说明计提情况如下：  

1.坏账准备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种类 期初余额 期初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期末坏账准备 
本期 

核销 

本期计提  

坏账 

应收账款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55,701.83 43,560.51 62,557.05 53,798.17 99.35 10,335.80 

账龄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325,857.49 24,793.86 316,050.55 20,585.56 - -4,208.30 

其他应 

收款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其他应收款 
10,265.75 5,379.76 11,133.64 11,130.64 3.00 5,753.88 

账龄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9,829.56 459.32 9,728.27 869.22 - 409.89 

应收票据

（商业承

兑汇票）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票据 
- - - - - - 

商业承兑汇票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票据 

14,975.58 449.27 22,359.79 670.79 - 221.53  

长期应收

款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长期应收款 
- - - - - - 

账龄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长期应收款 
- - 3,873.09 129.43 - 129.43 

合计 416,630.21 74,642.73 428,702.39 87,183.81 102.35 12,6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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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单位：万元 

科目  

名称 
种类 期初余额 期初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期末坏账准备 

本期  

核销 

本期计提  

坏账 

合同

资产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合同资产 
- - 100.21 30.06 - 30.06 

账龄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合同资产 
197,769.73 10,576.50 112,924.48 6,312.23 - -4,264.27 

合计 197,769.73 10,576.50 113,024.69 6,342.29 - -4,234.21 

3.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 88,087.82 万元 

资产可变现净值 71,265.32 万元 

资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过

程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

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

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

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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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量繁多、单

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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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合并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

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

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依据 
根据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进行计提。 

计提数额 16,822.50 万元 

计提原因 
公司判断该项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形，公司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按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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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 7,163.76 万元 

可收回金额 4,203.23 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

确定过程 

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

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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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

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

场的，则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

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

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

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依据 
根据公司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依据进行计提。 

计提数额 2,960.53 万元 

计提原因 
公司判断该项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形，公司固定资产期末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按差额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四）公司的审批程序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对该事项合理性作出了说明。 

2.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事项。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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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能够更加真实、公允的反映公司资产状

况和经营成果，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规定。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将减少公司2020年度利润总额28,191.05万元。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

出，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的相关会计政策，公司本次资产

减值准备的计提合理，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的资产情况，

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

映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

意见：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

合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

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

值及经营成果。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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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

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