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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2020年度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24,681,953.67元，现将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商誉形成过程 

2018 年 4 月 1 日公司通过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

式购买了丰联酒业 100%股权。丰联酒业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39,920.63万元，经交易各方商议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139,900.00万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中关于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将购买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

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上述事项形成了

632,146,306.20 元的商誉。上述商誉在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 3 个资产组间

进行了分配，具体情况如下：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金额 

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 176,679,319.40 

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组） 358,458,183.89 



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资产组） 97,008,802.91 

合计 632,146,306.20 

 

二、商誉减值准备的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

地反映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价值，公司聘

请了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丰联酒业涉及的商誉

相关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进行了评估。具体内容如下： 

（一） 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 

1、商誉账面原值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企业合并形成 其他 处置 其他 

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组） 
176,679,319.40     176,679,319.40 

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资

产组） 
358,458,183.89     358,458,183.89 

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资产组） 97,008,802.91     97,008,802.91 

合计 632,146,306.20     632,146,306.20 

2、商誉减值准备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计提 其他 处置 其他 

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 0.00 24,681,953.67       24,681,953.67 

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组）       

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资产组）           

合计 0.00 24,681,953.67       24,681,953.67 

 

（二）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关键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1、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期末对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了减值测

试，首先将商誉按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分摊至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调整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然后将调

整后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

以确定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包含商誉）是否发生了减值。 

商誉减值测试情况如下： 

项目 

安徽文王酿

酒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

组） 

承德乾隆醉

酒业有限责

任公司（资

产组） 

湖南武陵酒

有限公司

（资产组） 

合计 

商誉账面原值(1) 176,679,319.40 358,458,183.89 97,008,802.91 632,146,306.20 

商誉减值准备(2)     

商誉账面价值(3)=(1)-

(2) 
176,679,319.40 358,458,183.89 97,008,802.91 632,146,306.20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

权益的商誉价值(4) 
    

整体商誉价值（含少数

股东商誉）(5)=(3)+(4) 
176,679,319.40 358,458,183.89 97,008,802.91 632,146,306.20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6) 316,753,734.27 350,048,651.22 86,357,362.72 753,159,748.21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

的公允价值(7)=(5)+(6) 
493,433,053.67 708,506,835.11 183,366,165.63 1,385,306,054.41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可收回金

额）(8) 

468,751,100.00 737,901,300.00 681,926,300.00 1,888,578,700.00 

商誉减值损失（大于 0

时）(9)=(7)-(8) 
24,681,953.67   24,681,953.67 

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

商誉减值损失(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的商誉减值损失

(11)=(9)-(10) 

24,681,953.67   24,681,953.67 

 



2、公司采用预测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方法的关键参数 

资产组名

称 
预测期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 预测期销售利润率 稳定期 

稳定期营业收

入增长率 

稳定期

销售利

润率 

折现率 

安徽文王

酿酒股份

有限公司

（资产

组） 

2021-2025年 

2021-2025 年分别为：

7.37%、8.50%、8.13%、

8.55%、8.59% 

2020-2024年分别为：

9.79%、10.20%、

10.50%、10.73%、

10.97% 

2026年起至未来永

续年限 
0.00% 10.97% 15.64% 

承德乾隆

醉酒业有

限责任公

司（资产

组） 

2021-2025年 

2021-2025 年分别为：

7.05%、5.61%、5.62%、

5.59%、5.62% 

2020-2024年分别为：

11.54%、11.78%、

11.98%、11.98%、

11.98% 

2026年起至未来永

续年限 
0.00% 11.98% 15.64% 

湖南武陵

酒有限公

司（资产

组） 

2021-2025年 

2021-2025 年分别为：

9.73%、5.00%、5.00%、

5.00%、5.00% 

2020-2024年分别为：

15.33%、14.15%、

14.18%、14.24%、

14.28% 

2026年起至未来永

续年限 
0.00% 14.28% 15.64% 

 

 



3、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影响：公司期

末对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资产

组的预计可收回金额根据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层预测 5

年的盈利预测，采用现金流量预测的方法进行计算。公司管理层根据

历史经验及对市场发展的预测确定增长率和毛利率，并采用能够反映

资产组的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为折现率。公司对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可收回金额）的测算参考了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21]第 10008 号《河北衡水老白干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承德乾隆醉酒业

有限责任公司白酒生产与销售业务所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资产评估

报告》的评估结果。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该资产组相关的商誉本期

未发生减值。 

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影响：公司期末对湖南

武陵酒有限公司资产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资产组的预计可收回金

额根据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管理层预测 5 年的盈利预测，采用现金流

量预测的方法进行计算。公司管理层根据历史经验及对市场发展的预

测确定增长率和毛利率，并采用能够反映资产组的特定风险的税前利

率为折现率。公司对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可收回金额）

的测算参考了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

报字[2021]第 10006 号《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

事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白酒生产与销售业务所

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根据减值测试的结

果，该资产组相关的商誉本期未发生减值。 

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影响：公司期末



对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资产组的

预计可收回金额根据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预测 5 年的

盈利预测，采用现金流量预测的方法进行计算。公司管理层根据历史

经验及对市场发展的预测确定增长率和毛利率，并采用能够反映资产

组的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为折现率。公司对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可收回金额）的测算参考了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21]第 10007号《河北衡水老白干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事宜涉及的该公司并购安徽文王酿酒股份

有限公司白酒生产与销售业务所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资产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

价值 24,681,953.67 元，故公司对该资产组计提了 24,681,953.67 元

减值准备。 

三、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着谨慎性原则，业经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进行商誉减值评估，对安徽文王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

24,681,953.67 元，该项减值损失将导致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24,681,953.67 元。 

四、 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和资

产现状，本着谨慎性原则，业经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商誉减值评估，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公允反映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五、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及《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等相关规

定以及公司资产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六、 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

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宜。 

特此公告。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