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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3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22-003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7.6.6 条，“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或

者核销资产，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绝对值的比例达到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的，应当及时披露。”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

及经营成果，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

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分析，按资产类别进行了测试，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

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同时对符合财务核销确认条件的资产经确认后予以核

销。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经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

括存货、应收账款等）进行全面的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

计人民币 1,707.93 万元。明细如下： 

减值项目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应收账款 170.83 

存货 1,537.10 

合计 1,707.93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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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项目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本期计提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人民币 170.83 万元；公司对期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测算，部分

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实际成本，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 1,537.10 万元。 

（二）本次核销资产情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对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合计人民币 272.34 万元予以核销。核销后，公司财务和业务部

门将建立已核销应收账款备查账，继续全力追讨。 

（三）本次其他资产减少情况 

本期公司子公司杭州世宝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芜湖世特瑞转向系统有限公

司作为债权人以现金清偿、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等组合方式参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简称：*ST 众泰，股票代码：000980)的债务重组，子公司杭州世宝汽

车方向机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以现金清偿、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等组合方式参与帆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力帆科技，股票代码：601777)的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涉及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人民币 1,647.64 万元，期初均已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债务重组后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予以核销。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 1,707.93 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

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减少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人民币

1,371.12万元,相应减少 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人民币1,371.12

万元。  

公司本次核销的资产已按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影响公司

2021 年度及以前年度的利润。本次核销资产事项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真实反

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涉

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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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依据、方法和原因说明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及方法 

1、应收账款 

公司根据各项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特征，以单项应收账款或应收账款组合为

基础，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对于以单

项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综合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

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估计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据此确定

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对于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以账龄等

为依据划分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考虑前瞻性估计予以调整，编制应

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据此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按谨慎性原则，对部分客户的应收账款

单项计提了坏账准备, 其余应收账款按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本报告期公司对应收账款拟计提坏账准备人民币 170.83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收

回 

其

他 
转回 核销 其他[注] 

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 
50,553,813.48 593,337.52   1,856,291.31 2,723,447.92 16,476,444.03 30,090,967.74 

按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2,562,505.22 1,114,964.62      3,677,469.84 

合  计 53,116,318.70 1,708,302.14   1,856,291.31 2,723,447.92 16,476,444.03 33,768,437.58 

[注]本期减少其他主要系债务重组转出 

2、存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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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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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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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测算，本报告期公司对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 1,537.10 万元，具

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14,430,460.87 3,284,322.24  4,891,761.36  12,823,021.75 

库存商品 20,306,735.02 11,822,065.95  11,378,837.69  20,749,963.28 

低值易耗品 1,459,319.79 264,623.87  411,064.82  1,312,878.84 

合  计 36,196,515.68 15,371,012.06  16,681,663.87  34,885,863.87 

（二）核销应收账款的依据及原因 

本次核销的坏账原因包括债务重组完成减少及部分应收账款账龄过长且经

各种渠道催收后均无法回收而核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为真实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销案存的原则

进行核销。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

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董事会意见 

公司依据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允的反映了公司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 

2、监事会意见 

公司依据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允的反映了公司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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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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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