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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茂硕电源” ）于2019年5月14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关于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139号），现

回复如下：

问题1、 报告期内， 你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28,529.32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减值损失11,

587.75万元， 坏账损失6,024.75万元， 存货跌价损失4,454.62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2,

410.52万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2,238.22万元，在建工程减值损失930.83万元，商誉减

值损失882.65万元。

（1）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光电设备计提减值准备11,427.53万元。请补充披露光电设备减

值的明细并结合未来经营计划、光电设备的成新率、技术更新升级等情况，说明本期对光电设

备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2）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5,847.32万元，收回或转回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金额177.97万元，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355.40万元。请结合你公司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

款信用政策、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3）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19,892.34万元，跌价准备账面余额为5,965.26万元。

其中，原材料的期末账面余额为8,236.65万元，本期计提跌价准备2,565.63万元，跌价准备期末

余额3,304.46万元；库存商品的期末账面余额为6,627.05万元，本期计提跌价准备1,662.07万元，

跌价准备期末余额2,404.72万元。请结合产品分类、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变动情况等

因素，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

（4）报告期末，你公司关于湖南省方正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8,

237.03万元，报告期内对其计提减值准备2,383.18万元。请结合公司减值测试过程、具体假设及

参数选取情况，说明对其计提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5）本报告期，你公司对杭州骑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骑客智能” ）、深圳市

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电网络” ）和深圳前海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前海茂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别计提减值准备1,101.62万元、997.55万元和91.89万

元。请结合骑客智能、聚电网络和前海茂硕的基本情况、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股权取得原因及

数量说明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以及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依据和主要测算过程。

（6）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在建工程何家边3.44MW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全额计提减值准

备920.33万元。请详细列示在建工程减值的测算过程，并结合你公司经营环境、业务开展、在建

工程情况、未来发展计划等，说明本期对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准确性和充分性，

以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7）报告期末，公司商誉账面原值1,045.11万元，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882.65万元，全部为对收购深圳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计提的减值准备。

①请按照《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的要求，补充披露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以及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

法、重要假设及其合理理由、关键参数（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稳定期

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及其确定依据等信息；

②请结合被投资单位主要产品及业务、行业发展及竞争情况以及经营业绩等，分析当期

资产和上年的资产状况及经营前景是否产生重大变化，说明你公司在2018年集中计提商誉减

值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8）本报告期较往期相比，你公司计提了较大的资产减值损失，请说明公司与此相关的

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 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光电设备计提减值准备11,427.53万元。请补充披露光电设备减

值的明细并结合未来经营计划、光电设备的成新率、技术更新升级等情况，说明本期对光电设

备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一)�光电设备减值准备明细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价值 计提减值金额 固定资产净额 评估值

海宁15MW光伏分布

式电站

10,732.20 2,005.61 8,726.59 3,447.59 5,279.00 5,279.00

新余 16.56MW林 光

互补电站

11,288.95 992.86 10,296.09 4,209.09 6,087.00 6,087.00

萍乡 11.26MW林 光

互补电站

8,402.10 796.24 7,605.85 3,770.85 3,835.00 3,835.00

合计 30,423.25 3,794.71 26,628.53 11,427.53 15,201.00 15,201.00

(二)�公司本期对光电设备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1.�未来经营计划

2018年下半年，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公司调整发展战略，决定回归主

业深耕主营业务，将负责光伏逆变器业务的子公司转型为专注于研发的科技型公司，全力开

拓电源类行业定制技术研发市场，并逐步剥离光伏电站资产，另外随着光伏市场及光伏产业

政策变化，公司剥离光伏电站资产变得更为迫切。在此情况下，2019年计划将未建停建，已建

并网电站出售作为重要事项。

2.�光电设备的成新率

海宁15MW光伏分布式电站、新余16.56MW林光互补电站、萍乡11.26MW林光互补电站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前的成新率分别为81.31%，91.21%，93.08%。

2018年度，海宁15MW光伏分布式电站发电效率未达预期，发电量较2017年度下降。其主

要原因为组件故障频发。 此外， 因组件柔性支架故障频发， 影响发电效率，2018年度新余

16.56MW林光互补电站发电效率未达预期，发电量较2017年度下降。

3.�技术更新升级

光伏电站初始投资大致可分为光伏组件、并网逆变器、配电设备及电缆、电站建设安装等

成本，其中光伏组件投资成本占初始投资的50%-60%。因此，光伏组件效率的提升、制造工艺

的进步以及原材料价格下降等因素都会导致光伏发电成本的下降。

目前，组件生产成本已显著下降，推动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同时随着技术进步，降本增效，

组件价格将持续降低，电站重置成本越来越低，加之集中式电站电价补贴迟迟未到位，且无明

确支付期限，严重占用公司资金，资产减值迹象明显。

基于上述原因，固定资产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并于报告期末对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测

试，同时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9）第10145号和万隆评

报字（2019）第10146号的评估报告，需对该光电设备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1,427.53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本期对光电设备计提大额减值准备是必要的、合理的，且计提的减值金额

符合实际。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的主要核查程序：

1.�评估及测试与固定资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复核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计提的批准程序，并获取书面报告；

2.�检查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依据是否充分，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利用外部评估专家的工作，获取资产评估报告，并复核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资质、资产

评估报告的评估范围、关键假设及主要参数，检查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是否正确。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本期对光电设备计提大额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二、 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5,847.32万元，收回或转回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金额177.97万元，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355.40万元。请结合你公司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

款信用政策、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一)�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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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期末余额为人民币

30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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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组合

政府机构应收款项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主要包括应收政府部门款项，如应收国家电网电费、应收国家财政支付的电费

补贴款、应收出口退税款等

保证金、押金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主要包括应收的房屋租赁保证金、质量保证金、合约保证金等

账龄分析法组合 账龄分析法

包括除上述组合之外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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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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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1年）

其中：3个月以内 -- --

4-12个月 5 5

1－2年 10 10

2－3年 20 20

3－4年 50 50

4年以上 100 100

②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名称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关联方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不计提坏账准备

政府机构应收款项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不计提坏账准备

保证金、押金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不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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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为：根据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进行计提。

(二)�坏帐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1.�本期公司应收款项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期末余额

本期计提坏账 减值原因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7,961.21 7,687.86 273.34 5,328.22

主要系 “联 璧金

融” 、涉诉事件所致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53,192.57 4,780.33 48,412.24 476.82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款项

419.22 351.82 67.41 344.29

主要是涉诉事件所

致

合计 61,573.00 12,820.01 48,752.99 6,149.33

公司应收款项期末余额61,573.00万元，较上期增加3,383.70万元；期末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金额12,820.01万元，较上期增加6,149.33万元，其中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177.97万元。应收

款项坏账准备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发生“联璧金融” 事件、受行业政策不利影响、部分客户

停止经营及与客户之间的诉讼导致应收款项难以收回，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增加5,328.22万元，

占本期坏账计提金额的86.65%，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1)�对深圳骑客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深圳骑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骑客” ）应收款项余

额2,059.86万元，因深圳骑客财务报表显示其已资不抵债，并处于停产状态中，无法预计具体

恢复生产时间及后续订单情况，根据对该客户货款收回的可能性进行判断并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本期计提坏帐准备2,040.53万元。

2)�因联璧金融事件影响公司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斐翔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重庆瑞耕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瑞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翔供应链” 、“重庆瑞耕达” 、“贵州瑞凯” ）应收款项

余额合计1,325.82万元。因上述客户的关联方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斐讯” ）受“联璧金融” 事件影响，未来经营情况存在重大风险，导致其受牵连而存在重大

经营风险并已停产，根据对上述客户货款收回的可能性进行判断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本期

计提坏帐准备1,314.10万元。

3)�受行业政策影响、部分客户停止经营及与客户之间的诉讼导致难以收回的应收款项

2018年度因“531新政”发布，光伏电站行业政府补贴强度降低，标杆电价下调，全行业受

到较大不利影响，客户拖欠问题突出，进而影响公司逆变器业务销售及应收款项回款；公司部

分客户已停止经营，丧失偿债能力，另外，公司针对部分长期拖欠货款且无还款计划的客户提

起诉讼。针对上述客户获取其偿债能力相关信息并了解款项收回的可能性，判断并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余额合计4,575.53万元，本

期对其计提的坏账准备1,973.59万元。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期末余额为48,243.37万元， 坏账准备金额为4,780.33

万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414.54万元。其账龄结构变动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余额变动 坏账变动

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1年以内（含1年）

其中：3个月以内 34,192.53 -- 38,002.58 -- -3,810.05 --

4-12个月 6,803.99 340.20 8,806.97 451.19 -2,002.98 -111.00

1年以内小计 40,996.52 340.20 46,809.56 451.19 -5,813.04 -111.00

1－2年 1,575.40 157.54 3,318.28 336.44 -1,742.88 -178.90

2－3年 1,486.66 297.34 790.05 158.01 696.61 139.33

3－4年 399.06 199.53 720.25 360.08 -321.19 -160.55

4年以上 3,785.73 3,785.73 3,060.07 3,060.07 725.67 725.67

合计 48,243.37 4,780.33 54,698.20 4,365.79 -6,454.84 414.54

坏账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长账龄应收款项尚未收回，其账龄增加导致坏账计提比例大

幅增加。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 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余额合计344.29万元，对涉诉或无偿

债能力的客户进行分析，根据判断款项收回的可能性计提坏账准备。

2.�本期收回或转回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转回或收回金额 转回或收回方式

Brilliant�info�Corp 62.72 转回

应收电价补贴款 62.28 转回

深圳市中景科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2.97 转回

合计 177.97

Brilliant� info� Corp：本期根据已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及2018年的履约情况，判断约定的还款

能够收回，按预计不可收回金额计提坏账，本期转回坏账准备金额627,172.54元；

应收电价补贴款：因2018年度会计估计发生变更，上期对应收国家政府机构款项按账龄

法计提坏账准备，本期根据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确认坏账准备，并冲回前期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金额622,839.30元；

深圳市中景科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上期根据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粤

0305执4606号《查证结果通知书》号，深圳市中景科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景科

创” ）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无法偿还所欠公司款项，故对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而本期收回

中景科创应收款529,728.98元，因此本期转回529,728.98元的坏账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合理和准确。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的主要核查程序：

1. �对与应收账款日常管理及可回收性评估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

解、评估及测试；

2.�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金额重大

的判断、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并对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获

取资料并复核管理层对预计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量做出评估的依据；

3.�分析应收账款的账龄及对应客户信誉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

情况，特别关注账龄在一年以上且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和已发起诉讼的应收账款，对客户背

景、经营状况、诉讼情况等进行调查，实施函证及期后回款检查程序，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是合理的。

三、 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19,892.34万元，跌价准备账面余额为5,965.26万

元。其中，原材料的期末账面余额为8,236.65万元，本期计提跌价准备2,565.63万元，跌价准备

期末余额3,304.46万元；库存商品的期末账面余额为6,627.05万元，本期计提跌价准备1,662.07

万元，跌价准备期末余额2,404.72万元。请结合产品分类、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变动情

况等因素，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

(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

1.�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及存货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

出售的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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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存货存在下列情形之一，通常表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零，全额计提跌价准备：已霉

烂变质的存货；已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生产中已不再需要，并且已无使用价值的存货。

2.�公司主要产品销售单价变动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类别为SPS开关电源、LED驱动电源和光伏逆变器。产品价格和单位成本变

化如下所示：

单位：元/个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平均单价 变动比例（%） 平均单价

SPS开关电源 16.42 -0.85 16.56

LED驱动电源 97.54 -9.85 108.20

光伏逆变器 3,343.88 26.53 2,642.68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平均单位成本 变动比例（%） 平均单位成本

SPS开关电源 14.21 -0.77 14.32

LED驱动电源 73.41 -8.77 80.47

光伏逆变器 2,720.90 49.92 1,814.94

LED驱动电源主要产品销售单价变化主要系受产品结构变化影响。企业销售单价与瓦数

呈正向相关，瓦数越高，销售单价越高。

光伏逆变器主要产品销售单价变化主要系公司销售产品结构发生变化， 本期10KW以上

的逆变器销售额占比有所增加、新增逆变器受托研发收入，导致单位售价上升；上年同期因逆

变器模块单独销售，拉低上年同期单位售价。

通过对产品分类、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变动情况的分析，光伏逆变器的平均单位

成本相较上期大幅上升，主要原因系2018年5月31日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

印发的《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

模，仅安排1000万千瓦左右的分布式光伏建设规模，并进一步降低光伏发电的补贴力度。“531

新政”一出，公司逆变器订单量大幅下滑，设备闲置，使得单位成本上升；且存货大量滞销以及

被客户强行退货，因此公司决定茂硕电气未来业务转型。

3.�变更、取消订单影响，对相关订单产品及原材料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个别客制订单产品及配套料件因客户原因取消、变更订单而积压，为减少存货的资

金占用及管理成本，公司于2019年度处置该批存货，期末根据预计售价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并

对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期末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4,454.62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

存货》规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因此公司存货跌价计提会计处理是合理、充分

的，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的主要核查程序：

1.�我们获取了公司提供的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复核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过程，检查是否

按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执行，检查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本期的变化情况等，分析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对存货跌价进行了重新测算；

2.�我们询问了管理层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原因，针对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我们获取

了期后销售清单，查看了销售合同、出库单、发票及银行流水等单据；

3.�对存货实施监盘，检查存货的数量及状况，关注残次冷背的存货是否被识别；

4.�对存货周转天数以及存货库龄进行审核并执行分析性程序，判断是否存在较长库龄的

存货导致存货减值的风险。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充分并符合会计准则的规

定。

四、 报告期末，你公司关于湖南省方正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8,

237.03万元，报告期内对其计提减值准备2,383.18万元。请结合公司减值测试过程、具体假设及

参数选取情况，说明对其计提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一)�减值测试的过程、具体假设和参数选取情况

1.�评估方法

由于企业持有的湖南省方正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方正达” ）股权为少

数股权， 该股权投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为股利分配或未来适当时间转让股权收回投资，企

业持有该项股权投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股利，该项股权也一直没有分配股利，未来股利

分配情况无法预测，未来转让股权收回投资的时间和转让价款也无法预测，因此该项股权投

资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无法预测， 无法通过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来测算其可回收价值。

故我们采用“公允价值-处置费用”的方式计算。其中公允价值利用专家工作采用市场法进行

评估。股权的处置费用通常较小，故忽略不计，不再计算。

2.�关键的具体假设

1)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

保持一致。

2)�被评估企业所属行业的发展态势稳定，与被评估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

经济政策保持稳定。

3)�被评估企业能够按照企业管理层规划的经营规模和能力、经营条件、经营范围、经营方

针进行正常且持续的生产经营。

4)�假设公司未来能保持合理的研发费用投入与收入占比，保持目前的研发能力和研发人

员占全部员工的占比，继续取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优惠。

3.�市场法评估的关键参数及测算过程：

单位：万元

对比公司名称

超华科技 长荣股份 中京电子 丹邦科技 得润电子

均值

002288.SZ 300195.SZ 002579.SZ 002618.SZ 002055.SZ

NOIAT价值比率修正后 18.88 15.06 34.91 34.25 19.54 24.53

EBIT价值比率修正后 30.84 22.08 96.49 106.42 38.38 58.84

EBITDA价值比率修正后 18.28 14.65 34.60 33.10 18.66 23.86

续：

项目

税后现金流（NOIAT）口

径的企业价值

息税前利润（EBIT）口径

的企业价值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口径的企业价值

价值比率 24.53 58.84 23.86

委估公司调整后计算基础 2,786.24 1,569.99 2,803.53

企业价值 68,339.78 92,384.32 66,889.71

减：付息负债 2,000.00 2,000.00 2,000.00

全流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66,339.78 90,384.32 64,889.71

减：缺少流通性折扣 33,040.68 45,016.12 32,318.47

限制流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3,299.10 45,368.20 32,571.24

减：缺少控制折扣/加：控股溢价 -- -- --

非控股权/控股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3,299.10 45,368.20 32,571.24

加：溢余资产 -- -- --

加：非经营性资产净值 1,562.72 1,562.72 1,562.72

股权全部权益价值 34,861.82 46,930.92 34,133.96

股权全部权益价值 38,640.00

持股比例 22.24%

股权评估值 8,593.54

账面价值 10,976.72

减值金额 2,383.18

方正达股权评估价值公式= （全投资价值比率×被评估单位相应参数－付息负债）×

（1－缺少流通折扣率）＋非经营性、溢余资产净值

(二)�减值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湖南方正达22.24%的股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10,

976.72万元，因湖南方正达2018年度业绩大幅下滑、毛利率大幅降低且低于同行业等因素，表

明长期股权投资出现资产减值迹象，具体分析如下：

1.�业绩明显低于预期且大幅下滑

湖南方正达2018年度净利润相比较2017年度下滑近77.32%，其经济绩效已明显低于预期，

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净利润 1,039.37 4,582.83 3,975.07

净利润变动率（%） -77.32 15.29

2.� FPC板市场已处于成熟稳定期，但方正达毛利率却大幅下滑且低于同行业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进行比较分析，详情如下：

方正达毛利率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单面软板 7.00 13.00 24.00

双面软板 18.00 27.00 25.00

镂空板 19.00 17.00 31.00

硬板 7.00 7.00 25.00

续：

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中京电子 16.34 17.25 17.03

其中：PCB刚性电路板 8.34 8.42 --

景旺电子 31.07 32.26 32.51

其中：PCB刚性电路板 32.63 35.92 34.60

FPC柔性电路板 21.48 20.95 23.46

弘信电子 13.47 14.00 12.62

其中：FPC柔性电路板 -- -- 12.77

广东骏亚 23.18 19.94 17.64

其中：PCB刚性电路板 22.88 18.54 14.68

光蒲股份 31.99 31.43 28.77

其中：FPC柔性电路板 26.38 23.10 35.01

根据上表，同行业上市公司主攻产品的细分领域不同，毛利率水平不同，但是各公司在横

向时间轴上基本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说明行业已趋于成熟和稳定。方正达毛利率水

平却出现持续下滑，说明市场竞争力下降所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第五条“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

减值…(六)�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

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期末持有的方正达长期股权投资出现减值迹象，并于报告期末对此

项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

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同时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万隆评报字（2019）第10141号的评估报告，对该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2,383.18万元。因

此公司本期对持有湖南方正达股权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的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的主要核查程序：

1.�取得湖南方正达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工商资料，与管理层讨论并复核其财务状况，以

评估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2.�获取管理层对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分析其采用方式的恰当性，并检查

复核计算其准确性；

3.�我们利用了外部评估专家的工作，评估其估值方法及选用的重要参数的适当性。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本期对持有湖南方正达股权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的并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五、 本报告期，你公司对杭州骑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骑客智能” ）、深圳市

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电网络” ）和深圳前海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前海茂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别计提减值准备1,101.62万元、997.55万元和91.89万

元。请结合骑客智能、聚电网络和前海茂硕的基本情况、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股权取得原因及

数量说明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以及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依据和主要测算过程。

(一)�基本情况说明

项目

投资成

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

减值金额

（万元）

关联关

系

主营业务

股权取

得原因

会计处

理

减值原因分析

骑客智

能

2,000.00 4.95 1,101.62

非关联

方

智能型平衡代

步车销售，软

件开发， 技术

开发、服务、咨

询及成果转让

为了涉

足智能

平衡车

产业

计 入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核算

①平衡车行业竞争激烈，同时仿制品充斥市场，对骑

客智能业务造成冲击，销售规模大幅下滑；

②专利授权业务依托于研发实力， 未来发展方

向系国外知识产权授权， 预计未来需投入大量研发

费用；

③专利授权业务维权费用高，2018-2016年度产

生维权费用分别为1,396.77万元、659.09万元和 1,

451.66万元

聚电网

络

1,120.00 13.50 997.55

非关联

方

充电桩及配套

软件销售、新

能源汽车销售

为了涉

足智能

充电桩

产业

计 入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核算

①聚电网络连续重大亏损且已资不抵债；

②2018年度股权转让价格每股约0.3元， 远低于

公司入股价格

前海茂

硕

100.00 19.95 91.89

非关联

方

太阳能光伏逆

变器及储能产

品的技术开发

与销售

为了涉

足太阳

能光伏

产业

计 入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核算

①前海茂硕账面净资产低于投资成本；

②公司太阳能光伏逆变器业务基本停滞， 主营

业务2017年和2018年环比增长-84%和-50%， 2018年

度销售毛利率为-6.49%，且近三年净利润均是亏损

续：

项目 评估方法的选取

骑客智

能

①本次评估选择的价值类型为公允价值。根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公允价值的评估通常有市场法、收益法和

成本法；

②该公司系平衡车生产制造和相关技术授权企业，近三年均盈利，未来收益、收益期限且与折现率密切相关的风险均可

合理量化，故选择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该公司作为轻资产公司，资产基础法不能完全体现各单项资产组合对整个公司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

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未能考虑被评估单位的整体获利能力，且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

不属于“不存在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活跃市场的，或者不能可靠地以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资产” ，因此本次不选择资产基础法评

估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公允价值

聚电网

络

本次评估选择的价值类型为公允价值。根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公允价值的评估通常有市场法、收益法和成

本法。

聚电网络主营业务为充电桩及配套软件销售、新能源汽车销售。截至评估基准日，由于政策及市场原因，公司管理层决

定未来暂停投入充电桩业务，现有业务进行收尾工作，新增业务转为外包，因此充电桩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未来收益及风险

无法预测，我们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经营充电桩业务的母公司及三家子公司，对经营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子公司“聚电汽车”

采用收益法评估，评估值在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价值中体现

前海茂

硕

由于前海茂硕自成立起至今无实质业务也无独立办公场所及工作人员，财务工作基本由其关联方公司代理，因此无法进行

现场资料收集及调查。经协调取得的减值测算资料包括财务报表、科目余额表及固定资产明细表，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判断可

能引起评估值变动的资产主要为固定资产，且固定资产主要为运输设备，无房屋土地等可能引起评估值大幅变化的资产。因

此对前海茂硕采用报表分析法进行评估

(二)�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依据和主要测算过程

1.�骑客智能测算过程

净现金流预测过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永续年

营业收入 8,650.00 9,940.00 10,941.00 11,486.00 11,664.00 11,664.00

减：营业成本 3,426.50 4,111.80 4,728.57 5,071.22 5,208.28 5,208.28

营业税金及附加 39.27 41.58 45.99 47.28 47.46 47.46

销售费用 711.88 814.97 894.96 938.51 952.74 952.74

管理费用 2,394.19 2,729.95 2,990.49 3,132.34 3,178.67 3,178.67

财务费用 35.19 35.19 35.19 35.19 35.19 35.19

营业利润 2,042.96 2,206.51 2,245.80 2,261.46 2,241.66 2,241.66

减：所得税 209.06 218.97 213.52 209.69 204.70 204.70

净利润 1,833.90 1,987.53 2,032.28 2,051.77 2,036.95 2,036.95

加：税后利息支出 25.66 25.66 25.66 25.66 25.66 25.66

加：折旧 25.29 25.29 25.29 25.29 25.29 25.29

摊销 7.33 7.33 7.33 7.33 7.33 7.33

减：资产更新 32.63 32.63 32.63 32.63 32.63 32.63

资本性支出 -- -- -- -- -- --

营运资金增加额 240.13 177.26 185.82 102.28 38.22 --

净现金流量 1,619.43 1,835.94 1,872.12 1,975.15 2,024.40 2,062.62

折现率（%） 13.31 13.31 13.31 13.31 13.31 13.31

评估值 18,149.00

持股比例（%） 4.95

账面价值 2,000.00

减值准备金额 1,101.62

骑客智能本期减值测试主要参数如下：

年度 预测期 预测期增长率（%） 稳定期增长率（%） 毛利率（%） 折现率（%）

2018年度 2019年至2023年 1.55-14.91 -- 55-60 13.31

续：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稳定期

销售业务收入 4,450.00 5,340.00 6,141.00 6,586.00 6,764.00 6,764.00

专利授权业务收入 4,200.00 4,600.00 4,800.00 4,900.00 4,900.00 4,900.00

收入合计 8,650.00 9,940.00 10,941.00 11,486.00 11,664.00 11,664.00

收入增长率（%） 14.91 10.07 4.98 1.55 --

由于市场上没有平衡车行业的上市公司，因此评估采用上市公司隆鑫通用、林海股份、钱

江摩托平均资本结构、剔除杠杆原始Beta值测算折现率，折现率为13.31%。

2.�聚电网络本期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评估值 持股比例（%） 股权评估价值 账面价值 减值

聚电网络 907.06 13.50 122.45 1,120.00 997.5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聚电网络净资产4,847.84万元，评估值907.06万元，减值3,940.78万

元。主要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一、流动资产合计 4,763.94 4,772.22 8.28 0.17

其中：存货（注1） 68.67 76.95 8.28 12.06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5,731.01 1,781.95 -3,949.06 -68.91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注2） 5,053.92 1,594.18 -3,459.74 -68.46

三、资产总计 10,494.95 6,554.17 -3,940.78 -37.55

四、流动负债合计（注3） 5,647.11 5,647.11 -- --

五、负债总计 5,647.11 5,647.11 -- --

六、净资产 4,847.84 907.06 -3,940.78 -81.29

注1：存货为产成品，账面价值68.67万元，为企业生产的充电桩、充电枪等产品。

主要采用如下评估方法：

评估人员依据调查情况和企业提供的资料分析，对于产成品以不含税销售价格减去销售

费用、全部税金和一定的产品销售利润后确定评估值。根据企业提供的产品销售明细账、对外

开具的销售发票、销售合同等资料，计算出评估基准日各产成品的现行不含税市价；根据企业

提供的2017年利润表计算出销售税金及附加率、销售费用率、营业利润率及毛利率。通过下列

公式计算各产成品的评估价值：

评估价值=实际数量×不含税售价×（1-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销售费用率-营业

利润率×所得税率-营业利润率×（1-所得税率）×r）

注2：对聚电网络的4家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的各项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再根据被投资单

位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乘以占股比例确定其评估值： 长期投资评估值=被投资单位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持股比例：

单位：万元

项目 被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评估方法

长期股权

投资

深圳聚电 100.00 2,661.96 -1,728.62 -4,390.58 -164.94 资产基础法

深圳聚车 100.00 2,391.96 4,376.00 1,984.04 82.95

资产基础法+收益

法（取值）

上海聚电 100.00 -- -160.94 -160.94 -- 资产基础法

北京聚电 100.00 -- -892.26 -892.26 -- 资产基础法

合计 5,053.92 1,594.18 -3,459.74 -68.46

注3： 根据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聚电网络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审核后的金额确定评

估值。

3.前海茂硕本期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前海茂硕期末资产中，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例为36.93%，应收账款占比为5.71%，预付

款项占比为18.26%，其他应收款占比为4.90%，固定资产占比34.21%。上述资产可能引起较大增

减变动的实物资产主要为固定资产，且固定资产主要为运输设备，无房屋土地。因此直接以报

表净资产直接作为评估估算结果，账面净资产40.66万元，持股比例19.5%，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91.89万元。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期末持有的上述股权投资出现减值迹象，并于报告期末对该项投资

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

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同时根据万隆（上

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9）第10143号的评估报告，需对上述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2,191.06万元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 因此公司本期对持有骑

客智能、聚电网络、前海茂硕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的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的主要核查程序：

1. �对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执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

和测试；

2.�取得被投资单位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工商资料，与管理层讨论并复核其财务状况，以

评估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3.�对发生减值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我们测试了管理层计提的减值准备的金额。我们在

测试过程中评估了用于计算减值准备的模型和参数(如市场价值、被投资单位的财务信息、可

比市场参数等)；

4.�聘请外部评估专家对其进行评估，我们利用了外部评估专家的工作，评估其估值方法，

并与估值专家讨论了估值方法运用的适当性。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骑客智能、聚电网络、前海茂硕计提减值准备合理，并且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六、 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在建工程何家边3.44MW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全额计提减值准

备920.33万元。请详细列示在建工程减值的测算过程，并结合你公司经营环境、业务开展、在建

工程情况、未来发展计划等，说明本期对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准确性和充分性，

以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一)� �公司在建工程情况

公司的子公司新余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茂硕” ）拥有新余茂硕何

家边20MW林光互补电站（简称“新余茂硕光伏电站” ），位于渝水区下村镇何家边，除1兆瓦

采用柔性支架外其余全部采用固定支架安装， 使用面积约650亩经济林， 于2016年1月4日开

工，2016年12月30日竣工，已并网装机容量16.56MW，还有3.44MW地面光伏项目未完工并网。

(二)�公司在建工程减值测算过程

单位：元

序号 2018年期末电站工程减值测试情况 2018年期末余额

1 电站工程项目预算数 168,287,600.00

2 工程投入占预算比例 58.05%

3 2018年末电站的账面价值① 16,793,274.52

4 2018年末电站的公允价值（重置成本+资金成本）② 7,888,386.25

5 2018年末电站预计处置费用③ 296,095.03

6 2018年末电站可回收价值④=②-③（取整） 7,590,000.00

7 电站减值损失（大于0时）⑤=①-④ 9,203,274.52

注1：重置成本为在核实账面记录的基础上，按照当前市场上重新购置成本确定。

资金成本以在建工程重置价格为基数计取；参考同类在建工程的建设周期确定企业在建

工程的合理工期，已开工超过合理工期的按合理工期计算，取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资金成本

计算利率。资金成本=在建工程重置价格×贷款利率。

注2：实体性贬值也称有形损耗贬值。在建工程为未完工并网的光伏电站，评估基准日处

在停工状态，设备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会受到侵蚀，造成设备实体形态的损耗，引起贬值。

(三)�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准确性和充分性，以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1.�公司经营环境对光伏电站业务的影响

新余茂硕光伏电站的工程承包方系江西通力电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西通

力” ）,公司与江西通力产生工程纠纷，导致未并网的3.44MW地面光伏工程项目长期处于停

工状态。同时随着技术进步，降本增效，组件价格将持续降低，在总投资成本中的占比也将减

少，其他成本虽有下降趋势但其降幅不大。

2.�公司对光伏电站业务未来发展规划

2018年下半年，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公司调整发展战略，决定回归主

业深耕主营业务，将负责光伏逆变器业务的子公司转型为专注于研发的科技型公司，全力开

拓电源类行业定制技术研发市场，并逐步剥离光伏电站资产，另外随着光伏市场及光伏产业

政策变化，公司剥离光伏电站资产变得更为迫切。在此情况下，2019年计划将未建停建，已建

并网电站出售作为重要事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第五条“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

减值…(二)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

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五）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

计划提前处置” 。

基于上述原因， 公司对在建工程进行了减值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

值》，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同时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万隆评报字（2019）第10146号的评估报告，对该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920.33万元。综上

所述,本期对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合理、准确和充分，会计处理合规。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的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并复核管理层在资产负债表日就在建工程存在发生减值迹象的判断的说明；

2.�获取评估报告，评价评价由管理层聘请的外部评估专家的专业能力和客观性；

3.�利用外部评估专家的工作，复核其所采取的估值方法及选用的主要参数，并检查在建

工程减值准备本期计提金额是否正确。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金额是充分的并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

七、 报告期末，公司商誉账面原值1,045.11万元，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882.65万元，全部为对收购深圳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计提的减值准备。

①请按照《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的要求，补充披露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以及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

法、重要假设及其合理理由、关键参数（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稳定期

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及其确定依据等信息；

②请结合被投资单位主要产品及业务、行业发展及竞争情况以及经营业绩等，分析当期

资产和上年的资产状况及经营前景是否产生重大变化，说明你公司在2018年集中计提商誉减

值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回复:

(一)�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以及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包括

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重要假设及其合理理由、关键参数（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稳定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及其确定依据等信息

1.�合并深圳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后商誉所在资产组的相关信息

深圳茂硕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究院” ）2013年8月20日收购深圳茂

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硕新能源” ）。资产组划分的标准为：2013年8月20日

（并购日），研究院收购茂硕新能源形成的商誉未分配资产组；2014年5月26日，深圳茂硕电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硕电气” ）成立，茂硕新能源将逆变器业务相关设备、人员全部转移

至茂硕电气。本次商誉减值测试涉及资产组相关的业务为：逆变器研发、生产和销售。资产组

为逆变器业务非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固定资产账面价值175.45万元，无形资

产账面价值5.43万元。

2.�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

1)�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商誉账面余额① 1,045.11

商誉减值准备余额② 162.46

商誉的账面价值③=①-② 882.65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④ 180.88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价值⑤=③+④ 1,063.53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可收回金额）⑥ 176.53

先确认商誉减值损失⑦=⑤-⑥

（剩余确认资产组的减值损失）

882.65

2)�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2018年12月7日，根据商誉有关的资产组所在公司茂硕电气股东会决议，受2018年光伏新

政策影响，公司决定转型，由原来的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综合性公司转型为专注于研发和销

售的科技型公司，将原有的光伏逆变器产品生产工作进行外包。因此资产组未来年度预期收

益及风险难以合理量化，无法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评估对象资产组没有出售计划，没有“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 ，且资产组也没有“与

评估对象相同或相似资产在其活跃市场上反映的价格” ， 我们不能通过市场途径直接测算资

产组的公允价值。

根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对于不存在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活跃市场的，或者

不能可靠地以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资产，可以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但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

获取企业的承诺，并在资产评估报告中披露，其评估结论仅在相关资产的价值可以通过资产

未来运营得以全额回收的前提下成立。

被评估资产组所在公司为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主要资产为逆变器研发

生产设备，公司资产产权清晰、财务资料完整，各项资产和负债都可以被识别。相关资产不仅

可根据财务资料和购建资料确定其数量，还可通过现场勘查核实其数量，可以按资产再取得

途径判断其价值，因此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3.�重要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所有委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人员根据委估资产的交易

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评估。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

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

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做出理智的判断。

3)�继续使用假设：是指处于使用中的被评估单位资产在产权发生变动后，将按其现行用

途及方式原地继续使用下去。

4)�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被评估单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将会按当前的状态继续

经营下去，不会停业。不考虑本次评估目的所涉及的经济行为对企业经营情况的影响。

4.�关键参数的选取说明及确定依据

资产基础法具体是指以评估基准日的资产组所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

识别的表外各项划入资产组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价值，确定评估对象资产组价值的评估方

法。其中划入资产组各项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1)�固定资产一机器设备，采用成本法评估。

成本法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① 重置成本

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公司为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进项税，因此本次评估中重置

成本均为不含税价。

重置成本=设备购置价格＋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其他费用＋资金成本－设备购置所发

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②综合成新率

机器设备的成新率主要依据设备的经济使用年限，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设备的使用状

况、维护状况、工作环境等因素综合确定。

综合成新率=年限成新率×40%+勘查成新率×60%

2)�固定资产一电子设备的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

成本法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①重置成本

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显示，该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进项税，因此本次评估中重置

成本均为不含税价。

评估范围内的电子设备价值量较小，不需要安装（或安装由销售商负责）以及运输费用

较低，参照现行市场购置价确定其重置全价。

②成新率

对于形成固定资产所需时间较短、价值量小、不需要安装以及运杂费较低的一般设备和

电子设备，以其年限法成新率作为该设备的成新率。

3)�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对于评估基准日市场上有销售且无升级版本的外购软件，按照同类软件评估基准日市场

价格确认评估值。

(二)�公司2018年集中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的说明

受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2018年5月31日联合下发《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

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影响，茂硕电气的逆变器业务快速下滑，导致库存积压，客户强行退货。鉴

于行业发展形势，公司决定将原有的光伏逆变器产品生产工作进行外包并转型为专门承接研

发订单的数字电源技术，以收取研发费用及销售分成的方式建立新的盈利模式。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期末商誉出现减值迹象，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

规定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同时根据万隆 （上海）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

（2019）第10140号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报告,�需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882.65万元。因此公司本期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充分的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的主要核查程序：

1.�复核管理层对资产组的认定和商誉的分摊方法；

2.�获取评估报告，评价评价由管理层聘请的外部评估专家的专业能力和客观性；

3.�复核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关键评估假设、参数选择的合理性及适当性；

4.�评价前述信息与形成商誉时或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的信息、公司历史经验或外部

信息是否存在不一致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充分的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八、 本报告期较往期相比，你公司计提了较大的资产减值损失，请说明公司与此相关的

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一)� 2018年度与2017年度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如下:

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分析如问题1、（一至七）项所述。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变动额

应收款项坏账损失 6,024.75 2,030.42 3,994.3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2,238.22 739.54 1,498.68

存货跌价损失 4,454.62 1,720.38 2,734.23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2,410.52 -- 2,410.52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11,587.75 -- 11,587.75

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930.83 -- 930.83

商誉减值损失 882.65 -- 882.65

合计 28,529.32 4,490.35 24,0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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