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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要求，且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16 

年末对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

上，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固定资产的可变性、与商

誉形成有关的资产组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

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16 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

括存货、固定资产、应收款项及商誉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6

年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8,016.90 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金额（万元） 

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 

商誉  5,244.86  51.65% 

应收款项  2,772.04  27.30% 

合计  8,016.90  78.95% 

3、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本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8,016.90 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

影响后，将减少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996.06 万元，相应减

少 2016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996.06 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7 日披露的《2016

年度业绩快报》对公司 2016 年度业绩的预计。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为应收款项和商誉。 

（一）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及计提 

 1、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

准 

金额 100 万元以上(含)且占应收款项账面余额 10%以上

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1) 具体组合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合并范围内关联往来组合 其他方法 

(2) 账龄分析法 

1) 除全资子公司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外，本公司及其他各子公司的账龄分

析法如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以下同) 5 5 

1-2 年 30 30 

2-3 年 50 50 

3 年以上 100 100 

2)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的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由于其在行业



特点、业务性质和客户特点方面均与本公司存在较大差异，故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了符合自身

特点的账龄分析法。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账龄分析法如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以下同) 5 5 

1-2 年 15 15 

2-3 年 40 40 

3 年以上 100 100 

(3) 其他方法 

组合名称 方法说明 

合并范围内关联往来组合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

的应收款项组合和其他方法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存

在显著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对应收票据、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其他应收款项，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本次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应收款项 2016 年末账面余额、可回收金额及计提坏账准

备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余额 可回收金额 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应收款项  42,491.97   36,106.70   6,385.27  

据上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16 年末，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余额合计为

6,385.27 万元，其中以前年度已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3,678.77 万元，加上 2016 年

度收并购公司合并日前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余额 312.96 万元，加上本期拟计提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2,772.04 万元，加上本期收回坏账准备 17.80 万元，减去本期

实际核销应收款项396.30万元，因此 2016年末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余额为6,385.27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名称：应收款项；账面余额：42,491.97 万元；资产可

收回金额：36,106.70 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及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办法并采用单项计提和账龄分析

法计提坏账准备 2,772.04 万元。 

（二）商誉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 

1、公司商誉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  

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本公司在对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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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下步骤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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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以下步骤处理：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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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相关资产账面价值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再对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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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金额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

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2、本次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 

2011 年 10 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收购了新

疆科瑞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科瑞”）100%的股权，并根据合并成

本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差异确认产生的商誉金额为 31.57 万元。公

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对新疆科瑞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据此确认减值

损失，此次评估金额并不代表公司未来资产处置结果。公司管理层预测商誉减值

的主要原因为：国内石油和化工行业投资明显放缓，而新疆科瑞主营业务来源一

直为石油天然气开采、储运工程建设项目以及石油炼化、煤化等化工类项目检测，

无法确认未来收益情况，所以，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于 2016 年末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 31.57 万元。 

2013 年 3 月，公司收购了 CEM INTERNATIONAL LTD（以下简称“CEM”）70%

的股权，并根据合并成本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差异确认产生的商誉

金额为 565.02 万元。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对 CEM INTERNATIONAL LTD 进行资产



评估，并据此确认减值损失，此次评估金额并不代表公司未来资产处置结果。现

公司聘请中和邦盟评估有限公司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出具了 JC/af/an/VAL6087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46.87 万元。本

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87.49 万元。 

2014 年 12 月，公司收购了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州华安”）100%的股权，并根据合并成本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差异

确认产生的商誉金额为 7,602 万元。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对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据此确认减值损失，此次评估金额并不代表公司未

来资产处置结果。现公司聘请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商誉进行减值测

试，出具了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092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7,264.39 万元。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4,825.80 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 2016 年度计提减值

准备共计 8,016.90 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

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合理性。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依照企业会计准备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监事会同意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履行了董事会审批程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相关会计信息，有助于规范运

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七、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公司 2016 年度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

合理性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特此公告。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