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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 2020 年末的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存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商誉等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分析，认为上

述资产中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结合公司的资产减值政策，对存在减值

风险的各项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及金额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 2020 年末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

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1,465,201,732.78 元，涉及项目为坏账准备、存货跌价

准备、商誉减值准备，详情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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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1/1 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12/31 余额 

本期计提 其他 转销 其他 

坏账准备 1,436,055,551.96 903,668,362.68   519,107.91 2,339,204,806.73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863,006.91 6,602,007.36    7,465,014.27 

预付账款减值准备  72,465,000.00    72,465,000.00 

存货跌价准备 216,626,009.49 404,783,799.33  34,122,342.82  587,287,466.00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 
138,236,932.81 40,544,654.06    178,781,586.87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189,762.82     1,189,762.82 

商誉减值准备 2,505,018,584.21 37,137,909.35    2,542,156,493.56 

合计 4,297,989,848.20 1,465,201,732.78  34,122,342.82 519,107.91 5,728,550,130.25 

1、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公司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其他应收款和

长期应收款。 

对于因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应收款项及租赁应收款，公司按照相当

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其他类别的应收款项，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

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某项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的预计

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显著高于在初始确认时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则

表明该项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通常情况下，如果逾期超过 30 日，则表

明应收款项的信用风险已经显著增加。 

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处于第一阶段，公司按照未来 12 个

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

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处于第二阶段，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

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应收款项自初始确认后已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

段，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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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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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外，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金融工具

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如：应收关联方款项；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

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

应收款项；财务担保合同、应收股权款等。 

除了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外，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将金融资产划

分为不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本组合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银行承兑汇票 本组合为日常经常活动中应收取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本组合为日常经常活动中应收取商业承兑汇票。 

低风险组合 
本组合为日常经常活动中应收取的各类押金保证金、备用金、代垫款、股票期

权行权款等应收款项。 

未逾期长期应

收款组合 
本组合为未逾期的长期应收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 

对于划分为账龄组合的应收账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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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 5.00 

1至2年 10.00 

2至3年 30.00 

3年以上 100.00 

对于划分为商业承兑汇票组合的应收款项，通过整个存续期预计信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银行承兑汇票组合的应收款项，由于银行承兑汇票期限短且由银

行承兑，信用风险较低，除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

预期信用损失率为零。 

对于划分为低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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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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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预测信用损失计提比例。 

对于划分为未逾期长期应收款组合，通过整个存续期预计信用损失率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款项的余额随业务增长持续增加，公司根据会计政策中

描述的坏账计提政策，应收款项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903,668,362.68 元。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1/1 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12/31 余额 

本期计提 其他 转销 其他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4,531,000.00 -1,821,621.50    2,709,378.50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829,623,036.69 288,320,333.29   513,227.45 1,117,430,142.53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599,247,398.39 617,895,308.19   5,880.46 1,217,136,826.12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1,616,814.22 -563,108.74    1,053,705.48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资产坏账损失 1,030,900.36 -169,704.11    861,196.25 

应收利息坏账准备 6,402.30 7,155.55    13,557.85 

 1,436,055,551.96 903,668,362.68   519,107.91 2,339,204,806.73 

2、计提合同资产坏账准备情况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已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或

服务的义务确认为合同负债，将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

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资产确认为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与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

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一致。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会计政策中描述的坏账计提政策，合同资产本期计提坏

账准备 6,602,007.36 元。 

项目 
2020/1/1 余

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12/31余

额 本期计提 其他 转销 其他 

合同资产坏账准备  863,006.91   6,602,007.36      7,465,014.27  

合计  863,006.91   6,602,007.36      7,465,014.27  

3、计提预付账款减值准备情况 

期末对预付账款进行全面清查后，部分影视剧投资期限超过 3 年，由于限韩、

题材等各种原因，虽已制作完成但至今仍未取得发行或公映许可，因此对此类投

资计提减值准备，预付账款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72,465,000.00 元。 

项目 
2020/1/1

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12/31 余

额 本期计提 其他 转销 其他 

预付账款减值准备   72,465,000.00      72,465,000.00  

合计      72,465,000.00      72,465,000.00  

4、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方法，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404,783,799.33 元。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1/1 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转销 2020/12/31 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216,626,009.49 404,783,799.33 34,122,342.82 587,287,466.00 



合计 216,626,009.49 404,783,799.33 34,122,342.82 587,287,466.00 

5、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情况 

期末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经测试，本期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

准备 40,544,654.06 元。 

6、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期末对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迹象，本期未对无形资产计提减

值准备。 

7、计提商誉减值情况 

期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采用资产基础法估计商誉资产组的公允价值，预

可收回金额为不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根据测算，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7,137,909.35 元，详情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处置 其他 

成都捷成优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362,181.51     8,362,181.51 

北京极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382,748.82     9,382,748.82 

北京冠华荣信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4,452,193.43     44,452,193.43 

东阳捷成瑞吉祥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016,346,601.57     1,016,346,601.57 

北京中视精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751,759,326.73     751,759,326.73 

捷成华视网聚（常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捷成星纪元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74,715,532.15 37,137,909.35    711,853,441.50 

广州广视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合计 2,505,018,584.21 37,137,909.35    2,542,156,493.56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坏账准备 

期末对应收款项进行减值测试，测算后，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款项和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均未发现减值迹



象，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存货跌价准备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

货跌价准备。 

3、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长期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如果长期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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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根据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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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者确定。 

4、商誉减值准备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1）可回收金额的确定方法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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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2）重要的假设 

①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

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

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②假设产权持有人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③除非另有说明，假设产权持有人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④假设产权持有人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

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⑤假设产权持有人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

与现时方向保持一致。 

⑥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⑦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公司拟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⑧假设企业预测年度现金流为均匀发生。 

3）关键参数 

①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单位 预测期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 

稳定

期增

长率 

利润率 
折现率（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 WACC） 

捷成华视网聚

（常州）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2021-2025 年，

后续为稳定期 

2021-2025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24.81%、3.8%、3.83%、2.90%、
2.92%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

入、成本、费

用等计算 

14.50% 

捷成星纪元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2021-2025 年，

后续为稳定期 

2021-2025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45.79%、195.46%、8.80%、

0.00%、0.00%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

入、成本、费

用等计算 

16.70% 

广州广视天下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1-2025 年，

后续为稳定期 

2021-2025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16.72%、24.87%、8.77%、

9.46%、9.92%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

入、成本、费

用等计算 

13.79%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 1,465,201,732.78 元，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并在公

司《2020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

进行的，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0 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465,201,732.78 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后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进行的，计提标准和方法科学、准确，且符合实际情

况，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公司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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