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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6 证券简称：世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9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嘉科技”）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

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请至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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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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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公司及子

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对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金额及计入的报告期间 

2020 年度，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明细如下所示：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转销 核销 

坏账准备 18,174,423.43 -2,836,353.39 - 11,386.00 15,326,684.04 

存货跌价准备 33,103,155.74 8,793,835.52 12,083,023.02 - 29,813,968.24 

商誉减值准备 - 19,387,411.75 - - 19,387,411.75 

合计 51,277,579.17 25,344,893.88 12,083,023.02 11,386.00 64,528,0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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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1]230Z2141 号）。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及金额 

1、坏账准备 

（1）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分别进

行计量。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本公司

按照未来12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

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

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

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公司假设其信用风险

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按照未来12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本公司对于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及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按照

其未扣除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对于处于第三阶段的金

融工具，按照其账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后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

入。 

对于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融资款及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

成分，本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票据、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及长期应收款等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票

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及长期应收款或当单项金

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及长期应收款等

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票据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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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组合1  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组合2  商业承兑汇票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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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款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账款组合1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客户 

应收账款组合2  应收其他客户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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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

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其他应收款组合1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其他应收款组合2  应收其他款项 

其他应收款组合3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组合4  应收股利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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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如果本公司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则直

接减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这种情

况通常发生在本公司确定债务人没有资产或收入来源可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以

偿还将被减记的金额。 

已减记的金融资产以后又收回的，作为减值损失的转回计入收回当期的损益。 

（2）坏账准备计提概况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转销 核销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2,018,581.42 -1,317,952.53 - - 700,6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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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转销 核销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5,358,242.10 -4,602,535.50 - 10,906.00  10,744,800.60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797,599.91 3,084,134.64 - 480.00  3,881,254.55 

合计 18,174,423.43 -2,836,353.39 - 11,386.00 15,326,684.04 

2、存货跌价准备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

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①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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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

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

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

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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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

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料

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③存货跌价准备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

按存货类别计提。 

④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

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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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存货跌价准备概况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6,444,209.26 1,711,403.92 - 1,314,281.09 - 6,841,332.09 

在产品 8,562,847.33 -615,202.22 - 645,065.31 - 7,302,579.80 

库存商品 18,096,099.15 7,697,633.82 - 10,123,676.62 - 15,670,056.35 

合计 33,103,155.74 8,793,835.52 - 12,083,023.02 - 29,813,968.24 

3、商誉减值准备 

（1）商誉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本公司在对包含

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按以下步骤处理： 

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

并与相关资产账面价值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或者资产组这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

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

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

额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

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2）商誉形成情况 

2017 年 12 月，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陈宝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69 号）

核准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向苏州波发特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

“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发特”）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波发特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

重组”或“本次交易”）。公司因本次重组形成商誉 568,559,303.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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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鉴于，一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波发特 2020 年一季度开工率不足，而生产、

管理等成本却增加；二是受海外新冠疫情扩散的影响，波发特全年产品出口未达

预期；三是报告期内国内 5G 基站建设未达预期。上述因素导致波发特 2020 年

度经营业绩同比下降，不及预期，波发特资产组（包含商誉）出现减值迹象。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公司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对波发特资产组（包含商誉）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经评估，公司将对

本次重组所形成的商誉计提 19,387,411.75 元的商誉减值准备，并计入 2020 年度

当期损益。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的商誉余额为 549,171,891.55 元。 

（4）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资产组认定：公司以存在商誉的波发特整体作为资产组组合进行商誉减值测

试。年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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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对波发特资产组（包含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按以下步骤处理： 

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波发特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

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结果为未发生减值损失。 

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波发特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比较包含商誉的波发特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发现包含商誉的波发特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低于其账面价值，于是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抵减资产组中商誉

的账面价值。 

项  目 波发特资产组（元） 

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① 311,112,753.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誉账面余额 ② 568,559,303.30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③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誉账面价值 ④=②－③ 568,559,303.30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账面价值 ⑤ 25,915,354.98  

全部商誉的账面价值 ⑥=④＋⑤ 594,474,658.28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⑦=①＋⑥ 905,587,4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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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波发特资产组（元）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回收金额（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⑧ 886,200,000.00  

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⑨=⑦－⑧ 19,387,411.75  

本次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已经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并出具了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购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涉及的以

财务报告为目的的商誉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第

020240 号）。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1、合理性说明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以 5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董事会认

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公司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作出的合理判断，且

已经过审计机构的审计和评估公司的评估；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报表

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

更具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5,344,893.88 元，转销资产减值准备

12,083,023.02，核销坏账 11,386.00 元，合计减少公司 2020 年度利润总额

13,261,870.86 元；考虑所得税影响后，将减少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4,511,376.92元，相应减少2020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4,511,376.92

元，相关事项将在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反映。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会计谨

慎性原则作出的合理判断，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权益的情形，且该事项决策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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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监事会意见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以 3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作出的合理

判断，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

值、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事项。 

五、备查文件 

1、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

立意见。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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