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609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1-011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公司 2020 年度相关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20年度拟计提坏账准备、资产减值损失、预计负债共计

57,700万元。 

●本次计提各项损失的金额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最终以会计师

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计提大额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客户尤其华晨汽车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已

于2020年11月20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所致。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杯汽车”）于

2021年1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公司2020年度相关损失

的议案》，同意计提2020年度相关损失，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 2020年度相关损失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根据公司客户尤其华晨集团生产

经营发生的重大变化（已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为客观反映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各项资产实

施了全面分析和评估，拟对公司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

资产及债务担保等计提相关损失，共计 57,700 万元，详见表 1： 



 

表 1：2020 年度相关损失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期末余额 

信用减

值损失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10,100  6,000  16,100  

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 37,100  100  37,200  

资产减

值损失 

存货跌价准备 4,900  3,600  8,50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600  1,200  3,800  

其他 预计负债 7,900  46,800  54,700  

 合计 62,600  57,700  120,300  

 

（一）大额坏账准备明细情况 

2020 年末，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金额为 5,600 万元，其

中，应收华晨集团账款 5,000 万元，主要为向华晨集团销售座椅、

橡胶件塑料件、钢材及仓储物流服务等形成的应收账款，报告期

华晨集团破产重整，公司对应收华晨集团账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

备。 

表 2：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明细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理由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 5,000 100.00% 
已被法院裁定破

产重整，全额计提 

其他企业 600 600 100.00% 无法收回 

合计 5,600 5,600 100.00%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报告期，公司根据存货成本及可变现的净值孰低原则对存货跌价

准备进行了调整，2020 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8,500 万元，较

期初增加 3,600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对华晨相关车型涉及的的蒙

皮、骨架等原材料，行李架、橡胶件、塑料件等存货计提的跌价准备。 



 

表 3：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金额 本年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原材料 1,300 800 200 1,900  

在产品 700 300 100 900 

库存商品 700 2,200 100 2,800 

周转材料 2,200 1,000  300 2,900  

合计 4,900 4,300 700 8,500  

（三）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2020 年末，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3,800 万元，较期初增加

1,200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对华晨相关车型涉及的闲置资产计提

的减值准备。 

表 4：固定资产减值明细表  

                                     单位：万元 

减值准备 期初余额 计提 处置或报废 期末余额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43  343 343 43 

机器设备 2,577 1,633 473 3,737 

运输工具 4   4 

办公设备 5  3 2 

合计 2,629 1,975 818  3,786 

 

（四）计提预计负债情况 

报告期，公司对向金杯车辆提供担保的余额计提预计负债 46,555

万元。其中的两笔担保处于诉讼状态，原告请求赔偿的金额合计为

36,555 万元。公司尚存在一笔为金杯车辆提供的担保将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到期，担保金额 1 亿元，预计金杯车辆无力偿还。华晨集团

2019 年出具的承诺函中承诺其将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平稳有效解

除金杯汽车的上述担保，金杯汽车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延期履行承诺的议案》，华晨集团出具《关

于对金杯汽车担保承诺相关事项的复函》，承诺重整期间及重整结束



 

后，将妥善化解金杯汽车的担保问题，将原承诺函的履行日期推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但由于华晨集团目前已进入重整状态，其未来

重整是否成功、重整后是否履行承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

原则，公司将上述担保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表 5：预计负债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状态 对外担保余额 计提情况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23 日到期 10,000 10,000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诉讼中 11,000 11,145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诉讼中 25,000 25,410 

合计   46,000 46,555 

 

二、本次计提相关损失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信用减值损失中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1、本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应收款项单项评价信用风险，

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导致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的特征包括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

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

款项等。 

2、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款项外，本公司基于共同风险

特征将应收款项划分为不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 

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定依据、坏账准备

计提方法： 

A、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表 6：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本公司内关联方组合 
以与债务人是否为本公司内部关联关系为信用风

险特征划分组合 

无风险组合 
按照债务人信誉、款项性质、交易保障措施等划

分组合 

B、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按组合方式实施减值测试时，坏账准备金额系根据应收款项组合

结构及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债务人根据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力）按

历史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与预计应收款项组合中已经存在的损

失评估确定。 

表 7：不同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项目 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本公司内关联方组合 不计提 

无风险组合 不计提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5 5 

1-2 年 10 10 

2-3 年 20 20 

3-5 年 50 50 

5 年以上 100 100 



 

（二）资产减值损失中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

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

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资产负债表日库存商品的售价×（1—销售费用率），销售费用

率=（本年税金及附加+本年销售费用）/本年营业务收入，售价即该

库存商品最近月份的平均售价。 

 （三）资产减值损失中固定资产减值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检查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1、在用固定资产不提减值准备； 

  2、对未使用的固定资产，封存三年以上且无使用价值的设备，

扣除残值后全额计提；设备完好且有使用价值的根据专家鉴定意见部

分计提，但计提额不得低于同期折旧额； 

  3、如果固定资产的存在不能为企业带来盈利；固定资产的销售

净价低于其账面价值；市场价格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淘汰、产能过

剩、损坏、设备长期闲置，则可判定存在减值迹象，估计其可收回金

额。 

  在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时，以单项资产为基础，难以对单项资产

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如果资产的可回收金额低于该资产的账面价值，则按

照其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资产可收回金额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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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一

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三、本次计提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相关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

定，计提依据合理且原因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本次计提相关损失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

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 

公司本次计提相关损失合计 57,700 万元，上述损失将减少公司

报告期的净利润。该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

结果为准。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相关损失的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相关损失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

政策相关规定，计提依据合理且原因充分，符合公司的经营现状。公

司本次计提相关损失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助于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

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因此，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相关损失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相关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

计政策相关规定，计提依据合理且原因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相关损失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

能够更加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同

意本次计提 2020 年度相关损失。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相关损失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

定，按照谨慎性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公司计提了 2020 年度相关损

失，本次计提的损失计入公司 2020 年度损益。公司计提 2020 年度相

关损失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

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计提相关损失后，能

够更加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我们同意本次计提 2020 年度相

关损失。 

  七、监事会对本次计提相关损失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相关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资产状况；本次计提的决策程序合法，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 2020

年度相关损失。 

  八、本次计提相关损失的审批程序 

  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公司 2020 年度相关损失的议案》，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公司 2020 年度相关损失的议案》，同意公司计提相关损

失的方案。 

  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公司 2020 年度相关损失的议案》，同意公司计提相关损

失的方案。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4、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