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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资产核销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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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8年 4月 23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7年度资产核销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创业板信息业务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年度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财务管理制

度的要求，公司决定在 2017年度财务报告中核销部分资产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核销资产的概况 

（一）核销应收账款 11,320.00元。 

1、核销清单：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五洲在线商务服务

（江苏）有限公司 
11,320.00 

公司于以前年度向五洲在线商务服务（江苏）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在线公司”）销

售 69套手持数据终端 i6080WB设备，销售金

额为 138,000.00元。五洲在线公司共计偿还

货款 126,680.00元，余款 11,320.00元拖欠

未还。公司通过对欠款户发催款函、委派人

员到上门追讨等措施进行清收，但终因客户

经营不善，未能收回尾款。 

2、公司已开展的追讨工作： 

（1）公司销售人员催讨逾期应收账款； 

（2）公司财务人员发催款函、对账单； 



（3）公司有专门的法务人员负责司法诉讼进行追讨欠款； 

（4）公司财务部门对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用以追索

的资料，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 

3、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 11,320.00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11,320.00元，本次应

收账款核销不影响 2017年度合并报表利润，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无影响。 

（二）部分存货报废处置 3,392,947.57元。 

1、核销原因：因产品更新换代、物料呆滞等，公司 2017年末拟对部分无使

用价值的物料及库存商品进行报废处置。经公司财务及相关部门盘点清查和专业

人员鉴定，本次报废处置的存货账面金额合计 3,392,947.57 元，进项税转出合

计 408,498.79 元，扣除已计提跌价准备金额 1,744,630.58 元，合计净损失

2,056,815.78元。 

2、核销明细如下： 

类别 账面金额 进项税转出 
已计提跌价准

备金额 
净损失金额 

原材料 2,608,742.90   290,779.22   1,257,587.14  1,641,934.98  

库存商品  784,204.67   117,719.57   487,043.44   414,880.80  

合计 3,392,947.57   408,498.79   1,744,630.58  2,056,815.78  

3、本次部分存货报废处置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部分存货报废处置将减少公司 2017 年度合并利润总额 2,056,815.78

元，占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3.72%。 

（三）本次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所涉及的债务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涉及金额 11,320.00

元；部分存货报废处置共 3,392,947.57元。本次核销资产将减少公司 2017年度

利润总额 2,056,815.78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况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7年度末各类应收

款项、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对

各项资产减值的可能性、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等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经

分析，公司需对上述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24,069,111.31元。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明细如下（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影响增加 

本期转销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 
9,161,509.20 2,878,410.42 367,769.43 11,320.00 12,396,369.05 

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 
450,393.57 406,752.07 345,229.16 

 
1,202,374.80 

存货跌价准备 4,230,089.92 7,434,801.83 1,322,671.62 2,517,195.91 10,470,367.46 

合计  13,841,992.69 10,719,964.32 2,035,670.21 2,528,515.91 24,069,111.31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100万元以上

（含）。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

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单项金额重大的

应收款项一起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具有类似信用

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应计提的坏账



准备。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分析法组

合 
账龄分析法 

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款项计

提比例作出最佳估计，参考应收款项的账

龄进行信用风险组合分类 

合并范围内关

联方 
不计提坏账准备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

准备 

2）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 

①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 5% 5% 

1－2年 8% 8% 

2－3年 20% 20% 

3－4年 50% 50% 

4－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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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

原有条款收回款项。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

货跌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

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

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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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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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为拓展业务和满足客户的需求（如购买前试用、测试、演示

等），会出借部分库存商品（以下简称“借货”）给客户临时使用，借货的所有权

归公司所有。 

会计期末，对于借货，公司除根据上述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

货跌价准备外，基于谨慎性考虑，同时结合借货在使用过程中的损耗情况、出借

期间及期末状态按以下情形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1）按照 3年的使用年限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对于期末确认不能收回的借货，以其账面价值按视同销售的方式计入

当期损益。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17 年度合并利润总额 10,719,964.32

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于 2017 年度资产核销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相关意见。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2014年修订）》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10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

事项（2018年 2月修订稿）》，本次资产核销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核销资产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

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涉及

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不涉嫌利润操纵，董事会同意公司 2017 年度核销资产

3,404,267.57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0,719,964.32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核销资产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决策

程序规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

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于 2017 年度资

产核销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核销资产及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核销资产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更

公允的反映 2017 年度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不涉及公司关联

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于 2017

年度资产核销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5日 


	一、本次核销资产的概况
	（一）核销应收账款11,320.00元。
	3、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二）部分存货报废处置3,392,947.57元。
	（三）本次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况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金额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四、董事会意见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