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796

证券简称：世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9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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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嘉科技”）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公司及子
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拟对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及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对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
资产减值测试后，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明细如下表：
本期增加金额（元）
项目

本期减少金额（元）

期初余额（元）

期末余额（元）
计提

其他

转销

转回

一、存货跌
价准备

33,103,155.74

11,974,015.21

-

15,172,893.16

-

29,904,277.79

二、商誉减
值准备

-

19,200,000.00

-

-

-

19,200,000.00

33,103,155.74

31,174,015.21

-

15,172,893.16

-

49,104,277.79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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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但公
司已就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与审计机构进行了充分沟通，不存在分歧。最
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以后期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审计机构的评估结果、审
计结果为准。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及金额
1、存货跌价准备
（1）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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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
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① 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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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
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
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
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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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
料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
料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③ 存货跌价准备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④ 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
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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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
（2）2020 年存货跌价准备概况
本期增加金额（元）
项目

本期减少金额（元）

期初余额（元）

期末余额（元）
计提

其他

转销

转回

原材料

6,444,209.26

1,806,666.53

-

1,409,637.50

-

6,841,238.29

在产品

8,562,847.33

2,394,664.69

-

3,564,581.55

-

7,392,930.47

库存商品

18,096,099.15

7,772,683.99

-

10,198,674.11

-

15,670,109.03

合计

33,103,155.74

11,974,015.21

-

15,172,893.16

-

29,904,277.79

2、商誉减值准备
（1）商誉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公司合并形成的商誉，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本公司在对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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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下步骤处理：
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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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与相关资产账面价值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或者资产组这组合进行减值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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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
额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
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2）商誉形成情况
2017 年 12 月，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市世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宝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2369 号）核准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向苏州波发特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现已更名为“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发特”）全体股
东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波发特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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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本次重组”）。公司因本次重组形成商誉 56,855.93 万元，前期公司未发
生应计提涉及本次重组所形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商誉余额为 56,855.93 万元。
（3）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2020 年度，受国内新冠疫情的影响，波发特第一季度开工率不足，波发特
第一季度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其次，受海外新冠疫情的影响，波发特全
年出口未达预期及 2020 年度国内外 5G 建设未达预期。上述因素导致波发特 2020
年度实现的利润同比下降，不及预期，波发特资产组（包含商誉）出现减值迹象。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公司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测试
基准日，对波发特资产组（包含商誉）进行了商誉减持测试，经谨慎性测试估算，
公司拟对本次重组所形成的商誉计提 1,920.00 万元的商誉减值准备，并计入 2020
年度当期损益。本次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的商誉余额为 54,935.93 万元。
（4）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公司在对波发特资产组（包含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按以下步骤处理：
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波发特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
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结果为未发生减值损失。
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波发特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比较包含商誉的波发特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发现包含商誉的波发特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低于其账面价值，于是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抵减资产组中商誉
的账面价值。
项 目

波发特资产组（万元）

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①

36,472.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誉账面余额 ②

56,855.93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③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誉账面价值 ④=②－③

56,855.93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账面价值 ⑤

2,591.54

全部商誉的账面价值 ⑥=④＋⑤

59,447.47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⑦=①＋⑥

95,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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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波发特资产组（万元）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回收金额（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⑧
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⑨=⑦－⑧

94,000.00
1,920.00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所认定资产组与购买日、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所确定
的资产组一致。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1、合理性说明
2021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以 5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董事会
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公司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作出的合理判断，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
产减值》等相关规定。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117.40 万元，并计入 2020 年度当期损益，
合计减少公司 2020 年度利润总额 3,117.40 万元；考虑所得税影响后，将减少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37.20 万元，相应减少 2020 年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 2,937.20 万元，相关事项将在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反映。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但公
司已就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与审计机构进行了充分沟通，不存在分歧。最
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以后期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审计机构的评估结果、审
计结果为准。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会计谨
慎性原则作出的合理判断，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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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因此，
我们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监事会意见
2021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以 3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作出的合理
判断，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
项。
五、备查文件
1、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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