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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5    证券简称：长盈精密   公告编号：2021-35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资

产减值测试，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 2020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相关

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现将本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以及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

誉减值》的要求，对 2020年度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以及对所有投资形成的商誉进行全

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后，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16,615.83万元，详情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数

[注]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转回 转（核）销 其他 

坏账准备-应收票据 35.96 24.21     60.17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15,102.85 3,544.39   533.81 87.57 18,025.86  

坏账准备-预付账款 
 

      

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 1,936.09 1,402.94   0.98 1.51 3,336.53 

存货跌价准备 17,639.93 11,644.29   13,636.27 9.90 15,638.06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601.31      601.31 

商誉减值准备 28,956.14      28,956.14 

合计 64,272.28 16,615.83   14,171.06 98.98 66,618.07  

注：2020 年年初数指财务报表上年年末数按新收入准则调整后的 2020年 1月 1日的数据。本公告

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1、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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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年末，公司对各类应收款项的年末金额按照单项或按组合进行减值测

试，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24.21万元、3,544.39万

元和 1,402.94万元。计提坏账准备后，相关科目余额如下： 

（1）应收票据及坏账准备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445.55 60.17 1,385.39 

合  计 1,445.55 60.17 1,385.39 

（2）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 

单位：万元 

种  类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4738.76 1.94 4738.76 100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39,328.64 98.06 13,287.11 5.55 226,041.54 

合  计 244,067.40 100 18,025.86 7.39 226,041.54 

（3）其他应收款及坏账准备 

单位：万元 

种  类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6,439.05 100 3,336.53 12.62 23,102.52 

合计 26,439.05 100 3,336.53 12.62 23,102.52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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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依据存货成本及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进行减值测试，对本报

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1,644.29万元。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转回 转销 其他 

原材料 108.47 156.17   121.11  143.52 

在产品 8,949.83 569.41   3,856.34  5,662.91 

库存商品 8,419.36 10,373.40   9,309.03 9.90 9,473.84 

发出商品 96.53 270.12   155.15  211.50 

委托加工物资        

其他周转材料 65.74 275.19   194.65  146.29 

合计 17,639.93 11,644.29   13,636.27 9.90 15,638.06 

3、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处置 其他 

广东松庆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1.31 
    

601.31 

合  计 601.31     601.31 

4、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处置 其他 

广东方振新材料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19,582.17 
    

19,582.17 

深圳市纳芯威科技有限公司 9,373.97     9,373.97 

合  计 28,956.14     28,956.14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金融工具减值计提方法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合同资产、租赁应收款、分类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外的贷款承诺、不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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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或不属于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

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进行减值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

信用损失，是指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

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对于公司购买或

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对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仅将自初始

确认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累计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且不含重大融资成分

或者公司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公司运用简

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上述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资产，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

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公司按照整个

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

公司按照该金融工具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利用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

资产负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的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 

于资产负债表日，若公司判断金融工具只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则假定该金融工

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

失。当以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时，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不

同组合。 

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

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损

失准备抵减该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公司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其损失准备，不抵减该

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1) 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金融工具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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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款项性质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

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

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账龄组合 

(2) 按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 

1) 具体组合及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应收票据——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承兑人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票据——商业承兑汇票 

账龄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应收账款——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组合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 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商业承兑汇票——账龄组合的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  龄 
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商业承兑汇票 

预期信用损失率(%) 

3个月以内(含 3个月，以下同) 3.80 

3-6 个月 5.00 

6-12 个月 15.70 

12-24 个月 79.50 

2年以上 99.80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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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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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

回的金额。 

3、长期资产减值计提方法 

对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发生减值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

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进行减值测试。

商誉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若前述长期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确认资产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可收回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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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

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

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商誉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对于因企业合

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

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在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相

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时，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占相关资产

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按照各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

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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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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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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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三、本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

少 2020年利润总额 16,615.83万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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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本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了认真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本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有助

于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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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2、公司 2020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3-312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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