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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7           证券简称：飞利信        公告编号：2022-023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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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飞利信”）已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及资产减值损失》，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 16,547.51

万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减值损失的原因 

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企业会计准则》及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资产、经

营状况，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商誉、无形资产、

存货、应收款项等各类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拟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存

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对相关金融资产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情

况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二、计提减值损失的范围和总金额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1 年度对各类资产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

损失合计 16,547.5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143,480,917.66 

  资产减值损失 21,994,172.71 

合计 165,475,090.37 

 



2 

三、计提减值损失的情况具体说明 

（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本次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主要为计提应收票据、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长

期应收款的坏账损失，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24,163.57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26,027,717.76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20,724,891.58 

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3,295,855.25 

合计 143,480,917.66 

（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本公司存货跌价损失主要为原材料、库存商品形成的跌价损失，具体情

况如下：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存货跌价损失 3,231,020.84 

 

2、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主要为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成都欧飞凌

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商誉减值，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 6,784,617.00 

成都欧飞凌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5,366,261.45 

合计 12,150,878.45 

（一）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 

1、商誉形成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议案。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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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厦门精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和成都欧飞凌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商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形成商誉 166,671.74 万元，

其中，收购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 100%股权形成商誉 56,906.47 万元。 

2、减值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结合

实际情况，公司委托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所

在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其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北京飞利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含并购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

公司形成的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所载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包含全部商誉的资产组价值评估结果为

1,523.47 万元。根据资产组账面价值 2,201.93 万元与评估值 1,523.47 万元的差额，

公司对商誉差额部分计提减值准备 678.46 万元，计入公司 2021 年度损益。  

（三）成都欧飞凌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商誉形成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议案。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厦门精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和成都欧飞凌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形成商誉 166,671.74 万元，其中，收

购成都欧飞凌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形成商誉 44,844.23 万元。 

2、减值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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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公司委托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成都欧飞凌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所在

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其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北京飞利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含并购成都欧飞凌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形成的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所载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成都欧飞凌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包含全部商誉的资产组价值评估结果为 118.72

万元。根据资产组账面价值 1,090.05 万元与评估值 118.72 万元的差额，公司对商

誉差额部分计提减值准备 536.63 万元，计入公司 2021 年度损益。  

 

3、计提其他减值损失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855,450.71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4,331,328.40 

其他减值损失 1,425,494.31 

合计 6,612,273.42 

二、本次计提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减值损失金额为 16,547.51 万元，计入公司 2021 年度损益，导致公

司 2021 年度报告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降低 16,547.51 万元。计

提减值损失后，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2

亿元。本次计提减值损失事宜已在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反映。 

三、董事会会关于本次计提减值损失的说明 

公司本着谨慎性的原则 2021 年度计提减值损失共计 16,547.51 万元，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能够客观、真实、公允的反映公司的

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保证财务报表的真实、可靠，公司董事会同意计提本次计

提减值损失。 

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6）。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减值损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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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审议并同意本次计提减值损失，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减值损失的决议程

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

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次计提减值损失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7）。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减值损失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计提减值损失，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减值损失是基于谨慎性

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本次计提减值损失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 

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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