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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2021-035 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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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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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客观的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

全面清查，对各项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进行了评估和分析，2020 年度计提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143,327.34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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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已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公司 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中数据一致。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2020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应收账款 40,602.23  

其他应收款 885.05  

担保 10,669.64  

存货 43,011.46  

长期股权投资 1,711.60  

无形资产 655.78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20.00  

商誉 45,271.59  

合计 143,327.34  

 

二、本次计提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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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43,327.34 万元，其中计提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 40,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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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值的比例达 26.25%，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说明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126,052.11 

资产可回收金额 74,840.64 

资产可回收金额计

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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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当单项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 用

损失的信息时，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

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

为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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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本期计提金额 40,602.23 

其他变动金额 10,609.24 

计提原因 基于整个存续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计提减值损失 

其他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大盘珠宝失控，不再纳入合并。 

（二）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的说明 

对于划分组合的其他应收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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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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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 个月预期

信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未发生信

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已发生信

用减值) 

期初余额 4,412,985.83   4,412,985.83 

期初余额在本期    - 

—转入第二阶段    - 

—转入第三阶段    - 

—转回第二阶段    - 

—转回第一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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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 个月预期

信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未发生信

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已发生信

用减值) 

本期计提 233,171.82  8,617,346.36 8,850,518.18 

本期转回    - 

本期转销    - 

本期核销    - 

其他变动 358,064.05   358,064.05 

期末余额 4,288,093.60  8,617,346.36 12,905,439.96 

 

（三）担保产生的信用减值损失的说明 

本公司给大盘珠宝的 105,000,000.00 元银行借款做了连带责任担保，由于

大盘珠宝经营不善，公司预计大盘珠宝已无力偿还该贷款，因此公司计提了

105,000,000.00元信用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因担保事项，替个人偿还银行贷款 1,696,351.43 元,针对该

事项公司计提了 1,696,351.43 元信用减值损失。 

（四）存货跌价准备的说明 

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公司在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

基础上，对于经营管理不善，委托代销货品无法盘点，确认减值并计入当期损益。

经测算，公司期末转会存货跌价准备 62.63 万元。本期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的存货

跌价准备为 43,011.46 万元。 

（五）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投资的深圳爱华红润一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宿迁丰扬金鼎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基本停止经营，公司对该两家公司的长投全额计提减

值。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期末余额 

深圳爱华红润一号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8,094,901.41 8,094,901.41   

宿迁丰扬金鼎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021,051.32 9,021,051.32   

 

（六）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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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零售系统因终端模块市场推介不力，适用性没有施展 ，计提 655.78

万元减值所致。 

（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 2016 年 3 月 21 日完成对湖南珍迪美的投资，投资金额为 300 万元，

持股 10.91%。公司 2016 年 7月 2日（工商变更日期）完成对宝易通的投资，投

资金额为 120 万元，持股比例 4.54%。公司 2017 年 1 月 16 日（工商变更日期）

完成对爱美华的投资，投资金额 100万元，持股比例为 5.33%，由于以上公司经

营停滞，公司针对上述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共计 520万元。 

（八）商誉减值准备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

的相关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

减值测试。商誉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资产

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作为商誉的减值损失处理，

计入当期损益。 

1.商誉形成 

2019 年 2 月，爱迪尔收购江苏千年珠宝 100%股权，爱迪尔在合并报表口径

形成商誉 35,252.75 万元。 

2019 年 2 月，收购成都蜀茂钻石 100%股权，爱迪尔在合并口径形成商誉

41,277.83 万元。 

2.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成都蜀茂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成都蜀茂钻石有限公

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资产组可回收价值项目》东洲评报字【2021】

第 0811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成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商誉所在包含商

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40,877.69万元，我们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计算的成都蜀

茂钻石有限公司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7,900 万元，商誉减值金额

22,977.69万元。 

公司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千年珠宝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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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并出具了《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

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资产组可回收价值项目》东洲评报字【2021】

第 0796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商誉所在包含商

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41,093.89万元，我们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计算的成都蜀

茂钻石有限公司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8,800 万元，商誉减值金额

22,293.89万元。 

截止 2020 年末,公司应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45,271.59万元。具体详见下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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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处

置 
其他 

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有限责任

公司 
97,302,400.00    97,302,400.00 - 

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  222,938,941.77    222,938,941.77 

成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  229,776,923.73    229,776,923.73 

合计 97,302,400.00 452,715,865.50   97,302,400.00 452,715,865.50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人民币-1,433,273,429.5 元，相应

减少了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3,273,429.5元。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91.26%。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2020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其

他有关法规进行，遵循谨慎性、合理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20年度的经营成果，因此同意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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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

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

及2020年度的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丁元波同意该议案，王春华、王斌康反对该议案。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计提2020年度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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