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579                                                                                                  公司简称：会稽山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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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喜撑、王俊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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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资产组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周越、吕跃明 坤元评报（2023）152

号 

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 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资产组 (包含商誉)的公允

价值减处置费用的净额为 753,000,000 元 

浙江嘉善黄酒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组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黄明、吴冯禹 坤元评报（2023）157

号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浙江嘉善黄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 (包含商誉)

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217,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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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迹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浙江嘉善黄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 其他减值迹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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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毡帽酒业有限公

司资产组 

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资产组相关经

营性资产及负债 

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存在活跃市场，经营

独立且不可分割，可将其认定为一个单独

的资产组 

499,803,905.59 全部分摊至乌毡帽酒业有

限公司资产组 

208,835,848.93 

浙江嘉善黄酒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组 

浙江嘉善黄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

相关经营性资产及负债 

浙江嘉善黄酒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独立且不

可分割，可将其认定为一个单独的资产组 

226,735,619.54 全部分摊至浙江嘉善黄酒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 

 42,167,0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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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善黄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 

1. 基本假设 

(1) 本次评估以嘉善黄酒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即嘉善黄酒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不变而变更规划和使用方

式。 

(2) 本次评估以相关企业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其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3) 本次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政治、政策及相关企业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国家货币

金融政策保持现行状态，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波动；国家税收保持现行规定，税种及税率无较大变化；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 

(4) 本次评估以相关企业经营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相关企业主要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变；相关企业能在既定的

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或人为障碍。 

2. 具体假设 

(1) 本次评估中的收益预测是基于嘉善黄酒提供的其在维持现有经营范围、持续经营状况下企业的发展规划和盈利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 

(2) 假设嘉善黄酒管理层勤勉尽责，具有足够的管理才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合法合规地开展各项业务，嘉善黄酒的管理层及主营业务等保持相对稳定。 

(3) 假设委估资产组每一年度的营业收入、成本费用、更新及改造等的支出，均在年度内均匀发生。 

(4) 假设嘉善黄酒在收益预测期内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时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5)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嘉善黄酒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资产组 

1.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2. 本次评估以乌毡帽酒业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即乌毡帽酒业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不变而变更规划和使

用方式。 

3.本次评估以乌毡帽酒业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其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4.本次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政治、政策及乌毡帽酒业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国家货币

金融政策保持现行状态，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波动；国家税收保持现行规定，税种及税率无较大变化；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 

5.本次评估以乌毡帽酒业经营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乌毡帽酒业主要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变；乌毡帽酒业能在既

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或人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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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资产组  208,835,848.93  0  208,835,848.93  290,968,056.66  499,803,905.59 

浙江嘉善黄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 40,512,581.72  1,654,430.13     42,167,011.85  184,568,607.69  226,735,6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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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资产组 第二层次 上市公司比较法 793,000,000  40,000,000  753,000,000  

前述信息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前一次公允价值为 874,000,000 元，处置费用为 44,000,000 元，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830,000,000 元，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系可比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利润情

况变化以及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自身利润情况变化共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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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善黄酒

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组 

2023 年至 2027

年 

注 1 注 2 注 3 2027 年及以后 0% 16.86%  21,864,000  12.27%  217,900,000  

注 1：2023 年至 2027 年分别为：18.93%、12.00%、8.63%、4.92%、2.48% 

注 2：2023 年至 2027 年分别为：11.06%、13.94%、15.61%、16.46%、16.86% 

注 3：2023 年至 2027 年分别为： 11,228,000 元、 15,634,900 元、 18,899,100 元、 20,847,400 元、 21,86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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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善黄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 226,735,619.54 217,900,000.00   8,835,619.54    7,654,297.21  0  7,654,2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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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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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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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