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9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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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半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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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为客观公允反映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
营成果，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各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回收金
额，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对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资产相应计提减值准备。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各项资产共计提减值人民币 139,507,928.26 元，具体情
况如下：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总金额
经公司对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
清 查 和 资 产 减 值 测 试 后 ， 2021 年 1-6 月 计 提 的 各 项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合 计
139,507,928.26 元，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明细
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其中：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其他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二、资产减值损失
其中：存货跌价损失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2,058,749.93
-952,053.22
3,010,803.15
137,449,178.33
23,259,299.39
35,809,783.43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78,380,095.51

合计

139,507,928.26

注：上表中“信用减值损失”与下表“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中数据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外
币报表汇率折算差异导致，其差额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其他综合收益项下。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主要为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和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在资
产负债表日依据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计提减值准备。
1.对应收账款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变动金额
类别

期初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核销

期末余额

按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

2,678,832.36

2,678,832.36

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
合计

2,541,474.29

0.00

968,013.29

160,131.45

1,413,329.55

5,220,306.65

0.00

968,013.29

160,131.45

4,092,161.91

2.对其他应收款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变动金额
类别
按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合计

期初余额

计提

19,023,114.20

收回或转回

核销

356,050.00

期末余额
18,667,064.20

12,107,246.80

4,537,798.97

1,191,947.91

16,180.61

15,436,917.25

31,130,361.00

4,537,798.97

1,547,997.91

16,180.61

34,103,981.45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情况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
量。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各明细类别进行减值测试，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
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库存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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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继续加工的原材料以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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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生产的产成品均可在公开市场（上海黄金交

易所、长江有色金属网、期货合约价格等）查询其市场售价。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增加金额

期初余额

原材料

计提

其他

本期减少金额
转回

期末余额

转销

430,095.84

430,095.84

库存商品

40,498,748.26

23,259,299.39

12,990,694.37

50,767,353.28

合计

40,928,844.10

23,259,299.39

12,990,694.37

51,197,449.12

2.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公司子公司杭州建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建铜”）建德铜矿采矿权
于2021年6月12日到期，为避免无证生产，公司于2021年6月11日公告了对建德铜矿
进行停产检修。杭州建铜正在就采矿权续办事宜与有关部门进行积极沟通，截至董
事会召开日，尚未获得明确结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中第五
条“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一）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
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二）企业经营所
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
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杭州建铜目前的情况满足准则中描述的出现了
资产减值迹象，同时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按照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1）固定资产
公司对杭州建铜建德铜矿的采矿权及与生产相关的固定资产全额计提减值准
备。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固定
资产
名称
房屋
及建
筑物
专项
储备
机器
设备
构筑
物
电子
设备
车辆
专业

生产使用固定资产

办公使用固定资产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14,187,533.93

6,126,032.27

8,061,501.66

7,184,973.67

2,720,602.12

4,464,371.55

530,591.69

530,591.69

20,386,673.07

12,822,586.41

7,564,086.66

32,113,848.76

12,102,409.73

20,011,439.03

1,272,580.52

1,099,824.44

172,756.08
1,731,407.17
554,468.48

1,514,353.02
508,162.40

217,054.15
46,306.08

车辆
合计

68,491,227.97

32,681,444.54

35,809,783.43

9,470,849.32

4,743,117.54

4,727,731.78

截 至 2021年 6月 30日 ，生产使用固定资产原值 68,491,227.97 元，累计折旧
32,681,444.54元,净值35,809,783.43元。办公使用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
物、运输设备，公司认为该部分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因此，公司计提生产使用固
定资产减值35,809,783.43元。
（2）无形资产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杭州建铜建德铜矿采矿权原值 299,688,600.00 元，累
计摊销 221,308,504.49 元,净值 78,380,095.51 元。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全额计
提无形资产减值 78,380,095.51 元。
3.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鉴于公司子公司杭州建铜建德铜矿已于采矿权证到期后进行停产检修，杭州建
铜正在就采矿权续办事宜与有关部门进行积极沟通，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尚未获得
明确结果。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
现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减值
准备》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管理层应当关注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是
否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等类似情况。出现类似情况时，
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可
回收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本着谨慎性原则，2021 年度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建铜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了
减值准备 163,425,961.92 元，本次计提对杭州建铜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仅减少
母公司利润总额 163,425,961.92 元，对 2021 年半年度合并报表的净利润不产生直
接影响。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39,507,928.26 元，减少 2021 年度公司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5,750,234.47 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遵
循谨慎性、合理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事项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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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可靠的会计
信息。
五、独立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够真实、准确地反应公司的资产状况。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中长期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董事会决策程序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说明；
5.监事会关于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