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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1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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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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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出现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

存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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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2.64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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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晟达化学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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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达公司因 PX 原材料的运费差优惠政策不再执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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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2018 年公司改变了经营策略，并经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多次沟通合作框架协议、租赁协议等后，晟达公

司将 PTA 项目整体资产以租赁方式交由四川能源投资公司接管，

并与其签订了《PTA 资产租赁合同》。租赁期结束后，晟达公司

按照自主经营方式运营。 

考虑 PTA项目整体资产以租赁方式经营，同时结合 PTA产品

未来市场走势及未来现金流量的变化情况，晟达公司委托银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以晟达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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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告晟达公司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55 亿元、无形资

产减值准备 0.41亿元，合计 3.96亿元。 

2.计提依据 

基于 PTA 项目资产组整体出租对晟达公司未来现金流的影

响，同时结合产品市场状况以及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晟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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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鼎工程有限公司、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公

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计提的原因及金额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鼎公司”）应收双鸭山龙

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债权 38,925.26 万元，因业主资金紧张，

投料试车生产甲醇时受当地村民围堵等原因，相关项目已进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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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缓建状态。业主股东就是否生产问题一直未达成共识,正式投

产时间无法确定，资金不能落实，公司多次催款无果后，已于

2018 年向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根据项目情况同

时结合法律人员专业意见，对预计可收回情况测算并计提坏账准

备，2018 年度，赛鼎公司将应收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

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19,488.21万元。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陆公司”）应收

陕西东鑫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9,307.45 万元，相关项目已

于 2017 年完工，因业主资金紧张、人事变动等原因，项目尚未

完成结算。2018 年分包商、供货商申请仲裁和起诉事件频有发

生，公司多次催款无果，公司根据预计可收回情况测算并计提坏

账准备。 2018年度，华陆公司将应收陕西东鑫垣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3,201.84万元。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公司”）应

收湖北襄阳东国家粮食储备库债权 2,932.38万元，公司于 2017

年收回款项 30 万元，由于粮库经营性质，其每年的收入仅够支

撑粮库的日常运营，经协商所欠款项待粮库收到政府土地补偿金

后全部偿还。2018 年根据襄阳市政府最新的规划，把粮库老库

区的地块变更为绿化地，土地性质决定了襄阳东粮库的老地块将

不会进行拍卖，导致襄东粮库已失去偿债能力，公司根据项目情

况同时结合法律人员专业意见，对预计可收回情况测算并计提坏

账准备。2018 年度，六公司将应收湖北襄阳东国家粮食储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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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2,457.14万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2,932.38

万元。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公司”）应收新疆新

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债权 7,198.08 万元，因业主上游焦炉气供

应不足，目前无法达到设计产能，造成业主资金紧张，公司根据

项目情况，对预计可收回情况测算并计提坏账准备。2018年度，

二公司将对应收新疆新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2,838.89万元。 

二公司应收山西三佳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债权

4,345.67万元，三佳集团已经于 2018 年 5月在山西省股权交易

中心进行挂牌交易。公司根据预计可收回情况测算并计提坏账准

备。2018 年度，二公司将应收山西三佳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2,151.11万元。 

华陆公司应收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债权 5,132.17

万元，桑德公司因项目最终移交给政府，而政府拖欠其污水处理

费等原因不予支付。2018 年公司多次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一直

没有进展，公司对预计可收回情况测算并计提坏账准备。2018

年度，华陆公司将应收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计提坏账

准备 2,070.05万元。 

二公司应收三门峡康威煤气焦化有限公司债权 2,022.94

万元，业主 2018年因环保整治等问题经营困难，于 2018 年 7月

被债权人起诉破产清算。公司根据预计可收回情况测算并计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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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准备。2018 年度，二公司将应收三门峡康威煤气焦化有限公

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1,911.68万元。 

六公司应收兰州蓝星纤维有限公司债权 1,766.37万元，公

司于 2018 年起诉并胜诉后，业主按照判决书及还款协议书约定

归还公司部分欠款后，因资金困难无法按照约定归还剩余工程款，

公司根据项目情况同时结合法律人员专业意见，对预计可收回情

况测算并计提坏账准备。2018 年度，六公司将应收兰州蓝星纤

维有限公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1,765.82 万元，累计计提坏账准

备 1766.37万元。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三公司”）

应收山纳合成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3,864.80 万元，公司于

2018 年起诉并胜诉后，业主仍未按裁定执行，公司根据项目情

况同时结合法律人员专业意见，对预计可收回情况测算并计提坏

账准备。2018 年度，十三公司将应收山纳合成橡胶有限责任公

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1,518.00万元。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公司”）应

收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 1,667.73万元，2018年

宁夏宝丰项目双方已经进行多次审核结算，业主以各种原因不断

调减审核金额，公司根据项目情况，对预计可收回情况测算并计

提坏账准备。2018 年度，四公司将应收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1,228.73 万元。 

2.计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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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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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存货跌价准备及预付款项减值准备 

1.计提的原因及金额 

华陆公司新疆国泰新华项目，项目 2018年完工后，由于业

主资金紧张，虽然业主正在采取售后回租方式进行融资，但给项

目结算造成一定困难，华陆公司对业主融资情况和结算情况进行

测算后，2018年度，华陆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716.34万元。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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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集团将股权已出让给新业主，东华公司

需就该项目的总承包合同与新业主重新洽谈商定。根据目前的沟

通情况，公司预计短期内项目难以重新启动。考虑项目建设延期

导致各类资产的实体性损耗、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东华公

司对该总承包项目的资产组合（存货及预付款项）可收回金额的

测算参考评估师采用成本法的评估分析结果。2018 年度，东华

公司计提刚果（布）钾肥总承包项目资产组合（存货及预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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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准备共计 3,100.00万元。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达公司”）内蒙古荣

信甲醇合成和公辅热电项目，由于项目各项变更导致施工成本增

加，公司根据项目情况对项目预计总成本进行重新测试。2018

年度，成达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预计合同损失 1,622.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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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计提的原因及金额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环公司”）投资太原

中联泽农化工有限公司 3,511.00万元，持股比例 24.00%。泽农

公司原一直推进重整的太原尼龙 11 项目，由于重整合作成本较

高，于 2018年 6月份，泽农公司已经停止了该项工作。2018年

公司根据项目情况和经评估公司估值结果，五环公司对该股权投

资计提减值准备 3,511.00万元。 

东华公司投资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 万元，持股

比例 4.99%。安徽淮化公司近年来因环保整治等原因经营困难，

已经出现了大额亏损和经营困难，2018 年当地环保监管部门责

令全面停产,且短期内没有好转的希望。根据其经营状况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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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员的专业意见，2018 年度，东华公司计提该股权投资减

值准备 2,2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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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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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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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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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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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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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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减值计提对公司利润影响情况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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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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