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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18-021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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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 2018年 4月 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本公

司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对 2017 年度出现减值迹象的在建工程、

存货等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相应计提减

值准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15.61亿元，其中单项计提减值准备金额较大的

项目（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一）四川晟达化学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PTA 项目减值准备 

1.计提的原因及金额 

四川晟达公司投资建设的 100 万吨/年精对苯二甲酸（PTA）

项目，于 2012 年开工建设。2017 年 10 月，晟达公司收到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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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关于 PX 原材料供应相关问题的复函，函复中提出给予晟达公

司的原运费差优惠将不再执行，只执行行业相关优惠。 

根据 PX 原材料的优惠政策变化以及 PTA 产品未来市场走势

预计未来现金流变化情况，晟达公司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以晟达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时点的 100

万吨/年精对苯二甲酸项目资产组减值测试评估报告，根据该报

告四川晟达化学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本期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

备 1.76亿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26亿元。 

2.计提依据 

基于原材料优惠政策变化对晟达 PTA 项目未来现金流的重

大影响，结合产品市场状况以及公司对未来的预测，公司根据财

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规定，计提相应的资

产减值准备。 

（二）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等公

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计提的原因及金额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应收南京蓝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 9,590.99万元，2017年由于业主方原定的重组安排没有成

功，致使公司拟通过重组解决债务问题无法实施，且拟通过对生

产线进行改造的方案也最终失败，2017 年南京蓝星化工新材料

有限公司因债务问题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基于谨慎，

2017 年度，天辰公司将应收南京蓝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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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坏账准备 7,957.23 万元（2016 年前按照账龄已计提减值

1,633.76万元）。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应收安中国际石油有限公司等三家

公司债权合计 14,043.57万元，因甲方资金问题相关项目进入停

缓建状态。2017 年业主方原定以股改的方式进行重组以恢复建

设的计划没有实施成功，且 2017 年仅还款 80 万美金（2016 年

业主归还工程款折合人民币 3,148.44 万人民币），目前业主方虽

然仍在商谈推进项目复工事项，但能否复工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基于谨慎，2017 年度，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将应收安中国际

石油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7,021.78万元。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应收天津一化化工有限公司债权

1,367.35 万元，2014 年 9 月天津一化化工有限公司因环保问题

停产，其对外欠款主要通过母公司天津渤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偿

还。基于谨慎，2017 年度，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将应收天津

一化化工有限公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683.68万元。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应收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债权

4,664.54万元，因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原计划于 2017 年 9月

份完成的整改复产的环保整治工程未实质性开展，其能否恢复生

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谨慎，2017 年度，赛鼎工程有限公

司将应收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4,664.54 万

元。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应收新疆天同能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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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债权 1,994.32万元，2017年公司原定重组安排没有按照计划

实施，且重整无法给出明确时间和可靠计划，预计原定重组计划

无法正常进行。基于谨慎，根据新疆天同能源的资产、负债等情

况， 2017年度，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将应收新疆天

同能源有限公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1,503.1万元。 

2.计提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有关规定，公司对于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认定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并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计提方法为：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

应收款项的原有条件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三）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赛鼎工程有限公司存

货跌价准备 

1.计提的原因及金额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刚果（布）蒙哥 1200kt/a 钾肥

项目，因业主方及控股股东春和集团资金困难项目暂停，2017

年春和集团将股权出让给新业主 Fruit Holdings Limited。目

前，该项目新业主对原总承包合同的履行亦存在风险。东华公司

对该项目进行测算，2017 年度，东华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预计合同损失 27,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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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香港有限公司香港荃湾区、葵涌区主供水管网

更换改造项目，按照业主要求原计划在 2017 年底前完成剩余施

工量计划，经公司经营部门预测，编制新的施工计划，预计新的

完工时间为 2019 年 6 月。因施工难度较预计难度增加造成项目

延期完工，导致项目预计总成本增加，预计将形成项目亏损，经

对增加的项目成本进行测算，2017 年度，中化香港公司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预计合同损失 7,201.87 万元。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沙特 SWCC 延布-麦地那

三期输水工程项目，因与总包方对合同结算方面出现争议，双方

争议及索赔点焦点在于对合同的理解不同。基于谨慎，2017 年

度，十一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预计合同损失 3,107.12万元。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云南先锋褐煤洁净化利用试验示范项目，

业主方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原计划于 2017 年 9 月份完成的整

改复产的环保整治工程未实质性开展，其能否恢复生产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基于谨慎，2017 年度，赛鼎工程有限公司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预计合同损失 7,212.57万元。 

2.计提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有关规定，资产负债表

日，建造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应当将预计损失确

认为当期费用。 

（四）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计提的原因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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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达公司投资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00 万元，

持股比例 1.89%，2017年 12 月 14日，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重组，成达公司根据预计的受偿比例，2017 年度，

计提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800.00 万元；成达公司投资新疆美丰

化工有限公司 2400 万元，持股比例 10%，2017 年，由于以环保

督查为核心的煤改气改革，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原材料天然气

价格上升，对新疆美丰化工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将产生持续不利影

响，成达公司在考虑煤改气改革对新疆美丰化工公司未来经营情

况影响后， 2017年度，计提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081.28万元。  

2.计提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有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证据

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二、相关决策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依据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公司相关

内控制度以及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同意公司

2017 年度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 15.61 亿元。公司独立董事认

为：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方案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国际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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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和公司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

备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2.计提减值后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

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方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

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计提后公允反映

了公司资产状况，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 

三、2017 年度减值计提对公司利润影响情况 

2017 年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导致利润总

额减少 15.61亿元。 

四、备查文件 

1.中国化学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中国化学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化学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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