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248                                                      公司简称：陕西建工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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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学、武亮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 是否进行减值测试 

√是 □否  

注：如选是请继续填写后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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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

公司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李宝军、李斌 正衡评报字 [2022]第

113号 

可收回金额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月 31日，北京石

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包

含商誉资产组账面价值

为 84,699.34 万元，商



誉所在资产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为 83,232.32 万元。资

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 65,906.52 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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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

定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为 83,232.32万元。 

陕西建工新基建建设有

限公司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 

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李宝军、李斌 正衡评报字 [2022]第

112号 

可收回金额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月 31日，陕西建

工新基建建设有限公司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

价值为 2,199.52万元，

采用市场法确定资产组

可 收 回 金 额 为

2,837.40万元。 

陕西建工装配式智造科

技有限公司包含商誉资

产组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陶二朋、高杨 沃 克 森 国 际 评 报 字

(2022)第 0600号 

可收回金额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月 31日，包含商

誉的资产组纳入评估范

围 内 的 账 面 价 值 为 

18,403.27 万元，包含

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为 20,728.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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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

有限公司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 

其他减值迹象  是  专项评估报告  

陕西建工新基建建

设有限公司包含商

誉的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迹象  否  专项评估报告  

陕西建工装配式智

造科技有限公司包

含商誉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迹象  否  专项评估报告  

 

四、 商誉分摊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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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

限公司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 

主营业务经营性资产所

形成的资产组 

独立现金流及协同效应 8,388,836,087.97 商誉为本资产组形成，

因此商誉全额归属于本

资产组 

8,157,268.98 

陕西建工新基建建设

有限公司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 

与商誉相关资产组 独立现金流及协同效应  商誉为本资产组形成，

因此商誉全额归属于本

资产组 

21,995,178.66 

陕西建工装配式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包含商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商誉 

独立现金流及协同效应 184,032,668.62 合并日对资产组控制权

比例 

1,470,683.01 



誉资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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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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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假设： 

A、基本假设 

1、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其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和履行其职责。 

2、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完全遵守现行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3、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在未来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评估基准日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所有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4、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保持基准日的资本结构和财务杠杆不发生变化。 

5、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所在的行业、地区及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不发生大的变更，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

变化。 

6、假设有关税赋基准和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7、假设本次评估未考虑基准日后存贷款利率的变化。 

8、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对资产组所在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B、具体假设 

1、资产组所在企业的相关企业经营核心人员的管理水平、能力、承袭等无重大变化，并尽职尽责按照目前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计划，努力保持各主营业务

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保持企业良好的经营态势。 

2、资产组所在企业的现有和未来的管理层是负责的，并能积极、稳妥地按照企业既定的发展战略推进公司发展计划，努力使企业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 

3、未来资产组所在企业保持现有的收入取得方式和信用政策不变，不会遇到重大的款项回收问题。 

4、在预测期内，资产组所在企业不存在因对外抵押、担保、法律纠纷等事项导致企业发生损失或产生大额或有负债。 

5、假设收入的取得和成本的付出均为均匀发生。 

6、本次评估的盈利预测是建立在资产组所在企业提供的盈利预测基础上，结合评估人员调查搜集到的有关信息资料，对企业的盈利预测进行必要的分析、

判断，确认预测的合理性。 

 

陕西建工新基建建设有限公司假设： 

 

A、基本假设 

1、资产组所在企业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其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和履行其职责。 

2、资产组所在企业完全遵守现行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3、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所在的行业、地区及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不发生大的变更，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

变化。 

4、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对资产组所在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B、具体假设 

1、资产组所在企业的相关企业经营核心人员的管理水平、能力、承袭等无重大变化，并尽职尽责按照目前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计划，努力保持各主营业务

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保持企业良好的经营态势。 

2、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资产组所在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

时成立，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前提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果的责任。 

3、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和其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不存在其他法律障碍，也不会出现产权争议为前提。我们仅对相关

资料进行必要和有限的抽查验证或分析，但对其准确性不做保证。 

陕西建工装配式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假设： 



A、一般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评估对象经营环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2、除评估基准日政府已经颁布和已经颁布尚未实施的影响评估对象经营的法律、法规外，假设预测期内与评估对象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发生重大变

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评估对象经营所涉及的汇率、利率、税赋等因素的变化不对其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考虑利率在评估基准日至报告日的变化）；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影响评估对象经营的不可抗拒、不可预见事件； 

5、假设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持续经营、评估范围内资产持续使用； 

6、假设预测期内评估对象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在重大方面保持一致，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 

7、假设预测期评估对象经营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违法； 

8、假设未来预测期评估对象经营相关当事人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责任，在预测期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基于评估基准日状况，不发生影

响其经营变动的重大变更，管理团队稳定发展，管理制度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9、假设委托人、商誉相关资产组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可靠，不存在应提供而未提供、评估专业人员已履行必要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其

他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等； 

10、假设评估对象未来收益期不发生对其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抵押、担保等事项。 

B、特定假设 

1、除评估基准日有确切证据表明期后生产能力将发生变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外，假设评估对象预测期不进行影响其经营的重大投资活动，企业产品生产能

力或服务能力以评估基准日状况进行估算； 

2、假设评估对象预测期经营现金流入、现金流出为均匀发生，不会出现年度某一时点集中确认收入的情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我们认定这些假

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评估报告日后评估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我们不承担由于评估假设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二） 整体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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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 8,157,268.98 0.00 8,157,268.98 838,836,087.97 846,993,356.95 



公司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陕西建工新基建建设有

限公司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 

21,995,178.66 0.00 21,995,178.66 0.00 21,995,178.66 

陕西建工装配式智造科

技有限公司包含商誉资

产组 

1,470,683.01 1,413,009.17 2,883,692.18 181,148,976.44 184,032,66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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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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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

限公司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 

第三层次 参考《以财务报告为目的

的评估指南》第十九条当

不存在相关活跃市场或

者缺乏相关市场信息时，

可以根据企业以市场参

与者的身份，对单项资产

或者资产组的运营作出

合理性决策，并适当地考

虑相关资产或者资产组

内资产有效配置、改良或

重置前提下提交的预测

1,024,202,224.08 191,879,051.74 832,323,172.34 



资料，参照企业价值评估

的基本思路及方法，分析

及计算单项资产或者资

产组的公允价值。 

陕西建工新基建建设

有限公司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 

第三层次 参考《以财务报告为目的

的评估指南》第十九条当

不存在相关活跃市场或

者缺乏相关市场信息时，

可以根据企业以市场参

与者的身份，对单项资产

或者资产组的运营作出

合理性决策，并适当地考

虑相关资产或者资产组

内资产有效配置、改良或

重置前提下提交的预测

资料，参照企业价值评估

的基本思路及方法，分析

及计算单项资产或者资

产组的公允价值。 

28,374,000.00 0.00 28,37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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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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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油

化工工程

有限公司

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 

2022 年至 

2026 年 

-1.27%-6.67% 1.79% 73,439,205.85

元至

89,560,007.13

元 

2027 年 1

月 1 日直 

至永续 

 1.79% 89,560,007.13

元 

12.49% 659,065,200.00 

陕西建工

装配式智

造科技有

限公司包

含商誉资

产组 

2022 年至 

2026 年 

5% 不涉及 3,314.66万元

至 3,314.66万

元 

2027 年 1

月 1 日直 

至永续 

 0% 3,314.66万元 14.74% 207,283,0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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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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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

有限公司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 

846,993,356.95 832,323,172.34 8,157,268.98 8,157,268.98 0.00 8,157,268.98 

陕西建工新基建建

设有限公司包含商

誉的资产组 

21,995,178.66 28,374,000.00 0.00 0.00 0.00 0.00 

陕西建工装配式智

造科技有限公司包

含商誉资产组 

184,032,668.62 207,283,089.67 0.00 0.00 0.00 0.00 

 

六、 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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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 8,157,268.98 0.00 8,157,268.98 是 否 2018 年 -2020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 

年 

          

 

七、 年度业绩曾下滑 50%以上的标的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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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

有限公司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

有限公司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 

8,157,268.98 0.00 8,157,268.98 2020年 是  

         

 

八、 未入账资产 

□是 √否  

资产名称 资产类型 资产寿命 未入账原因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