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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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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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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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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

及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决定在 2018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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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927.00 元 

1、核销清单：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合谷软通

（北京）软

件有限公司 

633,927.00
元 

公司于 2013年 8月 25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

起要求合谷软通（北京）软件有限公司支付拖欠货款

的民事诉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 2014年 5月

28日对该诉讼事项进行判决并出具（2013）海民初

字第 240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合谷软通（北京）软

件有限公司支付公司货款 4,062,500.00元及违约

金，公司收到该案执行款共计 3,428,573.00元，余

款 633,927.00元公司通过发催款函、委派人员上门

追讨等措施进行清收，因时间较长，未能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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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927.000 元，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

应收账款核销不影响 2018 年 1-6 月合并报表利润，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无影响。 

（二）核销其他应收款 250,000.00 元 

本次核销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瑞柏泰电子有限公司挂账的“其他应收款-宝安

区新安金泰克电子厂 250,000.00 元”，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核销原因是该债务人经营管理不善，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已实质形成坏账损

失。经公司审慎判断、全力追讨，确认无法收回。核销后，公司对上述账款仍将

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并继续催收款项。 

本次其他应收款核销不影响 2018 年 1-6 月合并报表利润，对公司当期经营

业绩无影响。 

（三）部分存货报废处置 7,696,533.68 元 

1、核销原因：因产品更新换代、物料呆滞等，公司 2018 年 6 月末拟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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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6,533.68 元，进项税转出

合计 1,303,445.36 元，扣除已计提跌价准备金额 103,580.60 元，合计净损失

8,896,398.44 元。 

2、核销明细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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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6,494.61 1,128,175.02   32.27   7,784,637.36 

库存商品 1,040,039.07   175,270.34   103,548.33   1,111,761.08   

合计 7,696,533.68 1,303,445.36   103,580.60 8,896,3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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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合并利润总额 8,896,398.44

元，占公司 2018 年 1-6 月合并净利润的 15.92%。 

（四）本次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所涉及的债务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涉及金

额 883,927.00 元；部分存货报废处置共 7,696,533.68 元。本次核销资产将减少公

司 2018 年 1-6 月合并利润总额 8,896,3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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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末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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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2,90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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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转销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 
12,396,369.05 8,531,055.55 633,927.00 20,293,497.60 

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 
1,202,374.80 224,568.87 250,000.00 1,176,943.67 

存货跌价准备 10,470,367.46 227,278.79 103,580.60 10,594,065.65 

合计  24,069,111.31 8,982,903.21 987,507.60 32,064,5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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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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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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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合并利润总额 8,982,903.21

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于 2018 年 1-6 月资产核销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已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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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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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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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核销

资产 8,580,460.68 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8,982,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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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6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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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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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公司的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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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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