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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0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3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上召开的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公司本次

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概述 

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为更加真实、准确地

反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各类资产

进行了清查和评估，计提相关减值准备，具体如下： 

对公司及子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存货跌价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共计：13,439.32 万元。上述减值计提经合并报表后，将减少公司利润总额

13,439.32万元。 

（1）信用减值损失情况 

对 2021 年度母公司及子公司可能发生坏账风险的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925.40

万元，计提明细如下（单位：元）： 

类别 项目 本报告期 
占 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的比例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3,123,997.80 1.41%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12,961,229.95 -5.83%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583,200.00 0.26% 

合   计  -9,254,032.15 -4.16%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 189,871,120.70 元，坏账准备为

136,800.00 元，应收票据期末账面价值 189,734,320.70 元；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272,650,597.16元，坏账准备为 20,953,700.04 元，应收账款期末价值 251,696,897.12

元；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35,944,089.16 元，坏账准备为 29,711,430.94 元，其他应

收款期末价值 6,232,658.22 元。 

（2）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按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对期末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对 2021 年度母

公司及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 8,061.12万元，本期转回或转销 5,593.26 万元，计提明细

如下（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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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库存商品 24,191,229.04 34,773,852.65 — 18,301,692.35 — 40,663,389.34 

原材料 21,147,455.34 39,054,877.96 — 15,851,080.38 — 44,351,252.92 

在产品 21,779,863.03 6,782,426.72 — 21,779,863.03 — 6,782,426.72 

合计 67,118,547.41  80,611,157.33  — 55,932,635.76  — 91,797,068.98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库存商品期末余额为 337,026,211.19 元，跌价准备为

40,663,389.34 元，库存商品期末账面价值 296,362,821.85 元；原材料期末余额为

424,959,964.65 元 ，跌价准备为 44,351,252.92 元，原 材料期末账面 价值

380,608,711.73 元；在产品期末余额为 70,544,761.41 元，跌价准备为 6,782,426.72

元，期末账面价值 63,762,334.69 元。 

（3）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对子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共计：3,540.62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①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昆明市东川区老明

槽矿业有限公司（持股 80%）的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共计：24,481,065.33 元。 

②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华茂织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0%）和安庆华茂佰斯特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5%）的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共计：10,925,119.72 元。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 

价值 

可收回 

金额 

减值 

金额 

资产可收

回金额的

计算过程 

占 2020 年度

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

的比例 

依据 
原因 

老明槽矿业*1 

固定资产-房产建筑物 
3,788.12 1,357.76 2,430.36 

 

 

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

净额 

10.02% 

 

 

企业会计准

则第 8 号—

资产减值 

原地处置 

老明槽矿业 

固定资产-设备类 
226.00 208.25 17.75 原地处置 

华茂织染 

固定资产-设备类 
8,399.78 7,911.39 488.38 2.2% 原地处置 

华茂佰斯特 

固定资产-设备类 4,236.01  3,631.88  604.12 2.72% 原地处置 

备注：*1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资产可收回金额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水致远评报字中水致远评报字[2022]第 020316 号） 

（4）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昆明市东川区老明槽

矿业有限公司（持股 80%）的无形资产（采矿权）计提减值准备共计：9,121,806.27 元。 

二、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 

上述资产减值计提将减少 2021年利润总额：13,439.32万元。公司本次计提的减值

准备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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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后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21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事项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更为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 2021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资产减值准备。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公司计提

减值准备，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为

合理可靠，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资产减值准备。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依据实际情况计提 2021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符合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报告期末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资产减值

准备。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同意本次资产减值

准备。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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