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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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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

案》，现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情况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商

誉等相关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分析和评估。经减值测试，

公司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对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 2021 年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

商誉等相关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并经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确认，公司各类资产应计提减值准备 26,933.64 万元。具体如下： 

减值项目 
年初至期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万

元） 

占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例 

应收票据  -3,457.11  -29.34% 

应收账款  1,379.20  11.70% 

其他应收款  179.66  1.52% 

存货  5,058.87  42.93% 

长期股权投资  16,106.85  136.69% 

无形资产  114.75  0.97% 

商誉  7,551.42  64.09% 

合计  26,933.64  228.57%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本次核销资产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为更加真实反应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状况及资产价值，公

司对判断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共计 3,560.30 万元进行核销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应收款

项性质 

应收款项

余额 

已计提坏

账准备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款项是否由关

联交易产生 

MJ MEIKYO(H.K)CO.LIMITED 货款 1,142.53 1,142.53 1,142.53 无法收回 否 

深圳市泰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货款 1,082.21 1,082.21 1,082.21 无法收回 否 

WE WE WIRE&CABLE CO.,LTD 货款 339.64 339.64 339.64 无法收回 否 

Meta System Rus LLC 货款 587.02 587.02 587.02 无法收回 否 

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 货款 161.78 161.78 161.78 无法收回 否 

其他客户 货款 247.12 247.12 247.12 无法收回 否 

合计 - 3,560.30 3,560.30 3,560.30 - - 

（三）审议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

资产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26,933.64 万元，减少 2021 年度利润总额 26,933.64 万元；本次

核销资产 3,560.30 万元，已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影响公司 2021 年度净利润。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信用减值准备 

1．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财务担保合同，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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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划分为若干组合，

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银行承兑票据组合 

出票人具有较高的信用评级，历史上未发生票据违约，

信用损失风险极低，在短期内履行其支付合同现金流量

义务的能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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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计

量坏账准备。 

商业承兑汇票 出票人系公司，其信用损失风险与应收账款类似。 参考应收账款计提。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且在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应收账款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当

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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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

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且在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其他应收款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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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

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应收出口退税 根据共同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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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金与保证金 根据共同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 

个人备用金 根据共同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 

单位往来款及其他 根据共同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 
按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根据共同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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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计

量坏账准备。 

2．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期末数 

期初减值准备余额 本期计提金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余额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7,423.60 97.95 7,325.65 3,555.05 -3,457.11 

应收账款 197,668.45 34,153.70 163,514.75 42,247.23 1,379.20 

其他应收款 21,024.75  34,153.70   163,514.75  5,200.25 -18.03 

合计  226,116.80   38,465.19   187,651.61   51,002.53   -1,898.25  

注：期初减值准备与期末减值准备之差，与本期计提金额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公司债务重组冲销减值金额及核销

金额。 

3．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本次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均按照公司应收款项减值准备会计政策计提。 

（二）资产减值准备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家电与消费类电子客户组合 根据共同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 
按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汽车电子行业客户组合 根据共同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 
按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根据共同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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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计

量坏账准备。 



1．存货跌价准备 

（1）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当其可变现净值

低于成本时，提取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

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提取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

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期末数 

期初减值准备余额 本期计提金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余额 账面价值 

存货 177,330.31 12,694.21 164,636.10 17,547.12 5,058.87 

（3）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2021 年度受原材料持续上涨、芯片等关键电子零部件产品紧缺等因素影响，公司持有的相关存

货成本同步上升，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进行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

取存货跌价准备。公司就此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金。 

2．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1）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方法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长期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如果长期资产存在减值迹象

的，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

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长期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长期资产的账面价

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

准备。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该资产在剩

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进行

减值测试。 

在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

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

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

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

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

商誉的减值损失。 

（2）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期末数 期初减值准备

余额 

本期计提金

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余额 账面价值 

长期股权投资 61,221.66 18,470.90 42,750.76 2,364.05 16,106.85 

无形资产 136,284.66 3,014.70 133,269.96 3,150.63 114.75 

商誉 47,885.38 12,195.96 35,689.42 4,617.00 7,551.42 

合计 245,391.70 33,681.56 211,710.14 10,131.68 23,773.02 

（3）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产能情况，公司

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公司持有的参股公司深圳华麟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48%的股权、宜宾得康电子有限

公司 47.26%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内部初步评估并采用收益法对其公允价值进行估算，经测算深圳

华麟电路技术有限公司48%的股权、宜宾得康电子有限公司47.26%的股权存在减值整减值迹象。2021

年度公司对此部分差额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关于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新能源汽车中的 J1 项目，测试结果表明该项目的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根据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此部分差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提

了减值准备金。 

关于商誉减值，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产能情况，公司在资产负债表

日对公司收购资产所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经内部初步评估并采用收益法对确定的经营性资产

形成的资产组未来预计产生的现金流量现值进行估算，经测算控股子公司意大利 Meta 主营业务经营

性资产形成的资产组、柳州双飞主营业务经营性资产形成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低于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整体商誉出现减值迹象。2021 年度公司对此部分差额计提了相应的商誉

减值准备。 

公司已聘请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相关长期股权投资、商誉进行减

值测试并出具了相关评估报告。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的规定，是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并经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确认，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

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

具有合理性。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 

六、监事会关于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决策程序合法，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

销资产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

资产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