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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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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2020年末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

并进行分析和评估，经资产减值测试，公司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损失迹

象，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备。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明细表 

单位：元 

项目 本年计提额 

合并范围的信用减值准备 108,930,365.39 

合并范围的存货跌价准备 2,692,551.28 

合并范围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891,853.97 

合计 113,514,770.64 

二、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准备 

1、应收账款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本集团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

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和租赁应收款，本集团选择始终按照相

当于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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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应收账款：  

国内客户 本组合为客户所处地理位置在国内客户的应收款项。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境外客户 本组合为客户所处地理位置在国外客户的应收账款。 

合并范围关联方 本组合为集团合并范围内的应收款项。 

2、其他应收款 

本集团依据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采用相当

于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减值损失。除了单

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其他应收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风险极低组合 
本组合为日常经常活动中应收取的各类押金、备用金、保证金等应收

款项。 

往来款组合 本组合为日常经常活动中应收的代垫款、暂付款等应收款项。 

合并范围关联方 本组合为集团合并范围内的应收款项。 

 

按上算方法计算的合并层面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如下： 

种类 年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

转回 

转销或

核销 
其他 

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 
124,789,248.52 106,781,761.97   -6,251,287.54 225,319,722.95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2,427,421.58 2,148,603.42   -22,753.87 4,553,271.13 

合计 127,216,670.10 108,930,365.39 - - -6,274,041.41 229,872,994.08 

注：其他系外币报表折算汇率变动影响数。 

（二）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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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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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

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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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的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种类 年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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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178.28 251,948.81  30,432.71  599,694.38 

库存商品 14,551,781.65 781,967.98  18,067.96 1,732,128.94 13,583,552.73 

发出商品 333,944.82 384.85    334,329.67 

半成品 9,438,282.03 1,658,249.64  43,375.76  11,053,155.91 

合计 24,702,186.78 2,692,551.28 - 91,876.43 1,732,128.94 25,570,732.69 

注：其他系外币报表折算汇率变动影响数。 

（三）长期资产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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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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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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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项目 
房屋、

建筑物 
机器设备 专用设备 运输工具 其他设备 

装

修 
合计 

1、年初余额  2,335,504.55 29,104.75  57,504.92  2,422,114.22 

2、本年增加 -       

（1）计提  1,882,456.38  3,636.69 5,760.90  1,891,853.97 

（2）外币报

表折算 
 -70,426.93   -1,062.13  -71,489.06 

3、本年减少        

（1）处置或

报废 
 864,839.92   15,523.72  880,363.64 

4、年末余额 - 3,282,694.08 29,104.75 3,636.69 46,679.97 - 3,362,115.49 

（2）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销 其他 

南非E市PPP项目 25,826,130.18 -   25,826,130.18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销 其他 

合计 25,826,130.18 -   25,826,130.18  

（3）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项目 研发及办公软件 采矿权 探矿权 合计 

1、年初余额  1,007,024.80     1,007,024.80  

2、本年增加金额  - -  

（1）计提     

（2）外币报表折算  -2,987.15     -2,987.15  

3、本年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1,003,565.94     1,003,565.94  

4、年末余额  471.71  - -  471.71  

（4）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计提 其他 期末余额 

加纳燃气电厂 55,999,267.32  -3,622,669.84 52,376,597.48 

合计 55,999,267.32 - -3,622,669.84 52,376,597.48 

（5）商誉减值准备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

形成商誉的事项 
年初余额 本期计提 其他 期末余额 

富根公司  15,040,664.20     15,040,664.20  

加纳CB公司  1,189,791.54     1,189,791.54  

Akroma  4,339,264.49    -280,713.01   4,058,551.48  

合计  20,569,720.23   -     -280,713.01   20,289,007.22  

注：其他系外币报表折算汇率变动影响数。 

三、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本年度信用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将减少净利润约11,351.48

万元。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审议后认为：公

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

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公司本次资产

减值准备的计提。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已就计提2020年度资产减值准备事宜，并向我们做了充

分的说明，为我们作出独立判断提供了帮助。公司上述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谨慎性

原则，计提方式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20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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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 

六、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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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能

更公允的反映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

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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