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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4        证券简称：立方数科         公告编号：2021-059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 2020 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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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为了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资产与财务状况，

公司对 2020 年度各类应收款项、存货、合同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

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

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账款进行了核销，对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对版本陈旧

库存软件进行了报废处理。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1、2020 年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存货、合同资产、商誉及其他非流动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417,725,336.31 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计提 
本年减少额 

期末余额 
收回或转回 转销 核销 

应收票据 42,516.47 234,190.79    276,707.26 

应收账款 56,542,975.70 16,160,905.86   30,057,002.79 42,646,878.77 

其他应收款 13,148,968.36 46,182,894.33 226,730.63  841,146.69 58,263,985.37 

存货 890,730.18   890,730.18   

合同资产 1,245,826.61 434,275.54    1,680,102.15 

一年内到期

的其他非流

动资产 

1,851,567.30  976,364.58   875,202.72 

商誉  344,723,184.45    344,723,184.45 

其他非流动

资产 

2,451,216.56 11,192,980.55    13,644,197.11 

合计 76,173,801.18 418,928,431.52 1,203,095.21 890,730.18 30,898,149.48 462,110,257.83 

2、2020 年末，公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2 

金融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计提减值准备。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一）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项减值情况说明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金融工具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

信用损失，是指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

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 

本公司计量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反映的因素包括：通过评价一系列

可能的结果而确定的无偏概率加权平均金额；货币时间价值；在资产负债表日无

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的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

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本公司按照下列方法确定相关金融工具的预

期信用损失： 

①对于金融资产，信用损失为本公司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

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 

②对于租赁应收款项，信用损失为本公司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

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 

③对于未提用的贷款承诺，信用损失为在贷款承诺持有人提用相应贷款的情

况下，本公司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本

公司对贷款承诺预期信用损失的估计，与其对该贷款承诺提用情况的预期保持一

致； 

④对于财务担保合同，信用损失为本公司就该合同持有人发生的信用损失向

其做出赔付的预计付款额，减去本公司预期向该合同持有人、债务人或任何其他

方收取的金额之间差额的现值； 

⑤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已发生信用减值但并非购买或源生已发生信用减值的

金融资产，信用损失为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与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估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对于购买或源生的未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工具，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考虑合

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显著

增加，按照三阶段分别确认预期信用损失。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的，

处于第一阶段，按照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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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按照

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

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按照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

准备。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其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

息收入；处于第三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其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利息收

入。 

对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仅将自初始

确认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累计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其利息收入按照

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和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持有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

期损益的同时调整其他综合收益。 

A.对于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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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单项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取得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

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

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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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票据组合 1   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组合 2   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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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账款组合 1   账龄组合 

B.当单项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无法以合理成本取得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

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

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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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组合 1   账龄组合 

公司本期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及其他应收款合计计提坏账准备

62,577,990.98 元，转回或收回坏账准备 226,730.63 元，本期核销坏账

30,898,149.48 元，期末坏账准备合计 101,187,571.40 元。 

（二）合同资产减值情况说明 

合同资产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减值准备。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均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

备，如果该预期信用损失大于当前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金额，将其差额确认

为减值损失，反之则确认为减值利得。实际发生减值损失，认定相关合同资产无

法收回，经批准予以核销。 

公司本期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427,256.09 元（包括重分至其他非流动

资产减值准备的 992,980.55 元），转回或收回减值准备 976,364.58 元（包括重

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 976,364.58 元），期末减值准备

合计 5,999,501.98 元（包括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

875,202.72元，重分类至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 3,444,197.11 元）。 

（三）长期资产减值情况说明 

对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及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非金融资

产，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

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

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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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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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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

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含

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

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

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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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1、商誉减值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度收购北京东经天元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经天元）、

北京互联立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联立方）80%股权、收购北京元恒

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恒时代）100%股权，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

额，确认为商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商誉的账面原值 463,588,230.67

元，商誉减值准备 344,723,184.45 元，商誉净值 118,865,046.22 元。  

本公司将东经天元、互联立方、元恒时代分别作为单独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进行减值测试，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与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进行比较以确认商誉是否减值。未来现金流预测基于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历史业绩、发展规划及市场分析确定，对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未来现金流预测的关键假设包括：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持续经营、预计未来营

业收入增长率、预计毛利率、相关费用等，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未来现金流预

测的主要参数如下： 

名称 预测期 
预计收入增长

率% 
预计毛利率% 折现率% 

东经天元 2021-2025（后续为稳定期） 29.70 36.42 14.86 

互联立方 2021-2025（后续为稳定期） 19.19 38.61 15.87 

元恒时代 2021-2025（后续为稳定期） 10.23 22.71 15.38 

公司在对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未来现金流预测基础上，委托开元资产评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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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对东经天元、互联立方、元恒时代以 2020 年 12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进

行了评估，评估目的为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提供其申报的含商誉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于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价值参考意见。评估结果为东经天元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可收回价值 20,300.00 万元（开元评报字[2021]246 号），互联立方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可收回价值 2,270.00 万元（开元评报字[2021]256 号），元恒时代可

收回价值 1,200.00 万元（开元评报字[2021]259 号）。 

经测试，东经天元、互联立方、元恒时代账面已确认的商誉本期减值共计

34,472.32 万元。 

2、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情况说明 

中澳电子商务平台是由子公司北京东经天元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瀚明

伟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该平台将通过招募中小型具有有效建筑资质

的建筑商，按照年开发量十套以上的会员标准，通过信誉评估，注册成为会员，

会员结合线上线下资源，销售建材商品，同时提供定制化产品服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该平台实际投资共计 2,200.00 万元，其中东经天元投资 1,100.00

万元，瀚明伟业投资 1,100.00 万元，已经完成开发、测试工作，具备投入运营

能力。 

根据北京晟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晟明评报字[2021]059

号），电子商务平台投资项目可回收价值评估值为 80 万元，本期形成减值 1,020

万元。 

三、核销资产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固定资产和库存商品进行了

清理。具体情况如下： 

1、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对部分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进行核销，核销总金额为

30,898,149.48 元，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类别 核销资产金额（元） 核销原因 是否存在关联交易 

应收账款  30,057,002.79  预计无法收回 否 

其他应收款  841,146.69  预计无法收回 否 

合计 30,898,149.48   

公司本年度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通过对账、函证、律师函、起诉、法院

调解、法院判决等多种手段对相应客户拖欠的货款进行催收，经双方协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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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及法院判决后，预计上述款项仍无法收回，因此予以核销。后期公司将会继

续密切关注，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进行追索。 

2、固定资产处置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处置固定资产原值

14,399,305.73 元，处置的固定资产已计提折旧 13,637,609.55 元，剩余净值

761,696.18 元。 

本次处置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运输设备、办公设备等，处置涉及交

易对方均为无关联第三方公司，处置方式为报废、出售，报废损失为 502,022.07

元，处置收益为 68,689.92 元。 

3、存货报废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本期对版本陈旧库存软件进行了报废，报废金额

为 8,700,988.59 元 。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使公司 2020 年度利润总额减少

417,725,336.31 元。当期核销资产在以前年度及本期已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经营现金流没有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情况，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

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五、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

意见，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 

六、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说明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

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后，财务报表

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

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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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审批程序合法，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及核销资产处理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及核销资产的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