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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了真实反映公司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
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对 2016 年底出现
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存货及固定资产等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计
提相应减值准备。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总额为 23,246.71 万元，其中 2016
年 1-9 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 8,282.35 万元、2016 年 10-12 月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金额为 14,964.36 万元。
（2016 年 1-9 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已经公司
2016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 2016 年 1-9 月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如下为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内容：
序号
1
2
3
4
5
6

单位：万元
本年计提金额
11,279.37
52.63
3,294.29
3,641.65
1,755.19
3,223.58

项目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

23,2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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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272,616.78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272,616.78 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个别认定法和账龄分析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为：根据应收款项的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为：一年以内不
计提，一到二年计提 10%，二到三年计提 30%,
三年以上计提 100%。

计提金额

11,279.37 万元

计提原因

个别应收款项因客户经营状况恶化，多次催收无
法收回，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公司按差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其余应收款项
按照账龄组合计提了坏账准备。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资产可回收金额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计提金额
计提原因

其他应收款
5,448.68 万元
5,448.68 万元
个别认定法和账龄分析法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为：根据应收款项的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为：一年以内不
计提，一到二年计提 5%，二到三年计提 30%,三
年以上计提 100%。
52.63 万元
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3．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

52,205.91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52,205.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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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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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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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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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
定，存货减值准备是按单个资产项目的成本高于
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3,294.29 万元
由于部分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库龄较长，根据公司
的生产和销售计划,预计其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

4．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
资产可回收金额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351,565.23 万元
351,565.23 万元
根据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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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高者确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
规定，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按其账面价值高于
其可收回金额的差额提取。

计提金额
计提原因

3,641.65 万元
部分设备老旧，开工率较低，根据公司的生产
和销售计划,预计其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

5．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在建工程

账面价值
资产可回收金额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130,287.05 万元
130,287.05 万元
根据在建工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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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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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
规定，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是按其账面价值高于
其可收回金额的差额提取。

计提金额
计提原因

1,755.19 万元
设备技术不断下降，实际价值折损严重。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

15,778.51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15,778.51 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
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是账面价值与按
照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
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提取。

计提金额
计提原因

3,223.58 万元
被投资公司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经营情况
恶化。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23,246.71 万元，考虑所得税影响后，将
减少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63.64 万元，相应减少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21,563.64 万元。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其他有关法规进行的，符合谨慎性原则，能公允反
映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核公司提供的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材料后
认为：
1．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能保证公司规范运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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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2．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据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公司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一）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三）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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