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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22-039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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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2年8月

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

的议案》。公司2022年半年度需计提信用减值准备13,486.30万元，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1,663.92万元。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情况概述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585.40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3,749.43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322.27 

合计 13,486.30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存货跌价损失 1,642.79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21.13             

合计 1,663.92         

（一）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1、计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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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

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债务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取决于金融资

产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发生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

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

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12个月内预期

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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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逾期超过30日，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除非有

确凿证据证明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在单项基础上

对该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

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按历史经验数据和前瞻性信息，确定预期信用损失。除了单

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其他应收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确定。 

对于应收票据，公司认为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信用评级较高，不

存在重大的信用风险，也未计提损失准备。本公司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的预期信用

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与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

理方法一致。 

对于租赁应收款、公司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长期应收款，本公司选

择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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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计提金额 

（1） 应收票据坏账计提 

单位：万元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票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票据 16,888.34 100.00% 99.25 0.59% 

其中：银行承兑票据 6,963.45 41.23%    

商业承兑票据 9,924.89 58.77% 99.25 1.00% 

合计 16,888.34 100.00% 99.25 0.59% 

单位：万元 

类别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票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票据 32,501.86 100.00% 684.64 2.11% 

其中：银行承兑票据 8,232.27 25.33%    

商业承兑票据 24,269.59 74.67% 684.64 2.82% 

合计 32,501.86 100.00% 684.64 2.11% 

（2）应收账款坏账计提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17,934.22 35.08% 62,432.42 28.65%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403,394.03 64.92% 25,541.44 6.33% 

合计 621,328.25 100.00% 87,973.86 14.16%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77,910.80 35.83% 56,741.19 31.89%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318,689.09 64.17% 16,054.98 5.04% 

合计 496,599.89 100.00% 72,796.18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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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 

单位：万元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预

期信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

期信用损失(未

发生信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

期信用损失(已

发生信用减值) 

2022 年 1月 1日余额 6,160.88 434.81 1,665.59 8,261.28 

2022 年 1月 1日余额在本期     

--转入第二阶段 -2.00 2.00   

--转回第一阶段 3.95 -3.95   

本期计提 329.72 0.41 -7.86 322.27 

其他变动 -209.05 16.29 - -192.76 

2022 年 6月 30 日余额 6,701.60 416.98 1,657.73 8,776.31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计提原因、依据及方法 

公司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库存商

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提取；其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材料按类别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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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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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

以合同价值为基础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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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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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期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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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9,785.92 629.08 226.69 97.03 10,091.29 

在产品  0.19   0.19 

库存商品 2,980.93 1,013.51 384.35 -334.80 3,944.90 

周转材料 3.89    3.89 

合计 12,770.74 1,642.79 611.03 -237.77 14,040.26 

2、计提合同资产减值 

（1）计提原因、依据及方法 

对于合同资产，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计算合同资产预期减值损失，如果该预

期减值损失大于当前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金额，本公司将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

失。 

（2）本期计提金额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计提 转回或转销 期末余额 

工程款 972.81 21.13  993.95 

合计 972.81 21.13  993.95 

二、计提减值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合计15,150.22万元，减少公司2022年

上半年利润总额15,150.22万元，减少公司2022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12,831.86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是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执行，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资产情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

合理性。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

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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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况。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六、其他事项说明 

以上计提减值准备等合计数与明细差异，系单位万元和元估算差异所致。 

七、备查文件 

1、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