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038                                                                                               公司简称：华立股份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告 

请年审会计师对该报告中公司填报的内容核实并确认。 

年审会计师是否已核实确认：√是 □否  

年审会计师姓名：杨华、邓金超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 是否进行减值测试 

√是 □否  

 

二、 是否在减值测试中取得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 

√是 □否  

资产组名称 评估机构 评估师 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价值类型 评估结果 

合并东莞市华富立装饰

建材有限公司饰面板业

务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 

北 京 中 林

资 产 评 估

有限公司 

廖志亮、

朱鹏明 

中 林 评 字

[2022]155号 
可收回金额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东莞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

司饰面板业务形成含商誉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1,627.52万元，含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不低于该金额。 

合并福建尚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含

商誉相关资产组 

北 京 中 林

资 产 评 估

有限公司 

廖志亮、

朱鹏明 

中 林 评 字

[2022]160号 
可收回金额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福建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

权形成的含商誉相关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是 10,899.34万元，含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不低于该金额。 

 



三、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资产组名称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备注 是否计提减值 备注 减值依据 备注 

合并东莞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司饰面板业务形成

的含商誉资产组 
其他减值迹象 无 是 无 专项评估报告 无 

合并福建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含商誉相

关资产组 
其他减值迹象 无 是 无 专项评估报告 无 

 

 

四、 商誉分摊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定方

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账面金额 
商誉分摊方法 分摊商誉原值 

合并东莞市华富立装饰

建材有限公司饰面板业

务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 

商誉资产组中的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长期待

摊费用及商誉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相关规定进行确定 
882.36 

商誉为本资产组形成，因此

商誉全额归属于本资产组 
973.21 

合并福建尚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含

商誉相关资产组 

直接归属于资产组的固

定资产以及商誉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相关规定进行确定 
13.69 

商誉为本资产组形成，因此

商誉全额归属于本资产组 
13,415.75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定方法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差异 

□是 √否  

 

 

按上述表格填写前会计期间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构成（如有差异）。 



（一） 变更前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确定方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金额 
商誉分摊方法 分摊商誉原值 

不适用      

 

 

五、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一） 重要假设及其理由 

（一）一般假设 

1．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假定。首先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

其次假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其评估结果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2．产权持有人持续经营假设：产权持有人作为经营和资产使用主体，按照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下去。产权持有人经营者负责并有能力担当责任；产

权持有人合法经营，并能够获取适当利润，以维持持续经营能力。 

（二）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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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目前的税收制度除社会公众已知变化外，无其他重大变化。 

3.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4.假设产权持有人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产权持有人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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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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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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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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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0.本次评估测算各项参数取值均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价格均为不变价。 

11.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12.现金流在每个预测期间均匀产生。 

13.假设基金公司和被投资公司没有重大的税务纠纷。 

14.在未来的经营期内，资产评估对象的营业和管理等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化，并随经营规模的变化而同步变动。 

15.现金流量折现法特殊假设 

（1）对于本次评估报告中被评估资产的法律描述或法律事项（包括其权属或负担性限制），产权持有人按准则要求进行一般性的调查。除在工作报

告中已有揭示以外，假定评估过程中所评资产的权属为良好的和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同时也不涉及任何留置权、地役权，没有受侵犯或无其他负担

性限制的。 

（2）对于本评估报告中全部或部分价值评估结论所依据而由产权持有人及其他各方提供的信息资料，我公司只是按照评估程序进行了独立审查。但

对这些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 



（3）对于本评估报告中价值估算所依据的资产使用方所需由有关地方、国家政府机构、私人组织或团体签发的一切执照、使用许可证、同意函或其

他法律或行政性授权文件假定已经或可以随时获得或更新。 

（4）我们对价值的估算是根据评估基准日本地货币购买力作出的。 

（5）假设福建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所有有关的资产所做的一切改良是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条款和有关上级主管机构在其他法律、规划或工程方面

的规定的。 

（6）本次评估假设委托人及含商誉相关资产组提供的资料（基础资料、财务资料、运营资料、预测资料等）真实、准确、完整。 

（7）本次假设目前在管基金到期后会成立新的基金来延续旧的基金投资，管理费率、相关超额收益计算规则按照目前现有的合同约定保持不变；未

来年期超额收益系采用年化的方式进行测算，根据企业管理层规划及相关合同，假设超额收益预计流入年度为 2023年及以后。 

（8）含商誉相关资产组可按照规划拓展业务，且资产组渠道和业务资质能够持续稳定；资产组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基金管理费收入及基金超额收益。

在未来经营期内其主营业务结构、收入成本构成以及未来业务的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其目前的状态。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和

追加投资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经营能力、业务规模、业务结构等状况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动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即本次评估是基于评估对象于评

估基准日水平的生产经营能力、业务规模和经营模式持续。 

（9）本评估报告中的估算是在假定所有重要的及潜在的可能影响价值分析的因素都已在我们与产权持有人之间充分揭示的前提下做出的。 

（10）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含商誉相关资产组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及含商誉相关资产组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

债。 

（11）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本次评估已酌情考虑其对产权持有人的影响，本次评估假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在短

时间内能得到有效控制，产权持有人不会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无法开展经营活动。 

 



（二） 整体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商誉账面价值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

誉账面价值 
全部商誉账面价值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内其他资产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合并东莞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

司饰面板业务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 
625.76 268.18 893.94 882.36 1,776.30 

合并福建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

权形成的含商誉相关资产组 
7,378.66 6,037.09 13,415.75 13.69 13,429.44 

 

（三） 可收回金额 

1.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公允价值层次 公允价值获取方式 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

用后的净额 

不适用           

 

前述信息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2.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预测期间 
预测期营业收入

增长率 
预测期利润率 预测期净利润 稳定期间 

稳定期营

业收入增

长率 

稳定

期利

润率 

稳定期

净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来

现金净流

量的现值 

合并东莞市华

富立装饰建材

有限公司饰面

板业务形成的

含商誉资产组 

2022 年至

2026年 

2022年：43.63% 

2023年：20.82% 

2024年：15.88% 

2025年：8.36% 

2026年：4.40% 

2022年：3.50% 

2023年：5.42% 

2024年：6.44% 

2025年：6.87% 

2026年：7.07% 

2022年：243.64 

2023年：456.06 

2024年：628.06 

2025年：725.61 

2026年：773.64 

2027 年及

以后年度 
0.00% 7.00% 772.06 14.89% 1,627.52 

合并福建尚润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股权形成

的含商誉相关

资产组 

2022 年至

2026年 

2022年：53.86% 

2023年：102.26% 

2024年：5.00% 

2025年：0.81% 

2026年：0.00% 

2022年：35.75% 

2023年：63.88% 

2024年：62.83% 

2025年：61.95% 

2026年：60.73% 

2022年：490.91 

2023年：1,774.44 

2024年：1,832.46 

2025年：1,821.60 

2026年：1,785.60 

2027 年及

以后年度 
0.00% 60.73% 1,785.60 16.05% 10,899.34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预测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预测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稳定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稳定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稳定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折现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四） 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整体商誉减

值准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商誉减值准备 

以前年度已计提

的商誉减值准备 

本年度商誉

减值损失 

合并东莞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司饰面板

业务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 
1,776.30 1,627.52 148.78 104.15 55.49 104.15 

合并福建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

含商誉相关资产组 
13,429.44 10,899.34 2,530.10 1,391.55 - 1,391.55 

 

六、 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本年商誉减

值损失金额 

是否存在

业绩承诺 

是否完成

业绩承诺 
备注 

东莞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饰面板业务 

合并东莞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司饰

面板业务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 
973.21 79.27 148.78 否    

福建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并福建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形

成的含商誉相关资产组 
13,415.75 - 2,530.10 否    

 

七、 年度业绩曾下滑 50%以上的标的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本年商誉减值损

失金额 

首次业绩下滑

50%以上的年度 

下滑趋势是否

已扭转 
备注 

不适用         

 



八、 未入账资产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