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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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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议案》，现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暨

核销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情况概述 

为真实反映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的规定，公司对 2021 年半年度报

告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

减值测试，并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该事项对本期财务成

果的影响情况如下： 

（一）提取十四项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1）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81,194,628.24 元 

1、应收账款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依据历史经验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应提取坏账准备

90,014,218.25 元，依据单项计算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坏账准备 29,589,652.84 元，

由于企业合并范围变化转出坏账准备 150,681,524.05 元，抵减期初坏账准备的账

面余额 215,969,539.99 元，应补提坏账准备 54,315,855.15 元，实际补提

54,315,855.15 元。 



 

2、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依据历史经验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应提取坏账准备

189,720,924.85 元，依据单项计算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坏账准备 15,000,000.00 元，

由于企业合并范围变化转出坏账准备 21,365,034.05 元，抵减期初坏账准备的账

面余额 199,207,185.81 元，应补提坏账准备 26,878,773.09 元，实际补提

26,878,773.09 元。 

（2）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578,750,867.69 元 

依据 2021年 6月 30日单个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的差额计算应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096,131,831.59 元，本期处置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同

时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65,885,582.81 元，由于企业合并范围变化转出存货跌价准

备 7,245,911.92 元，抵减期初存货跌价准备账面余额 1,590,512,458.63 元，应补

提存货跌价准备 4,578,750,867.69 元，实际补提 4,578,750,867.69 元。 

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较大，主要系综合考虑投资物业所在地的市场状

况，项目自身的定位、开发及销售计划等因素，并结合公司目前出现的流动性风

险对销售的影响，本公司对项目可变现净值进行了减值测试，对成本高于其可变

现净值的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 别 本期增加 

合肥半岛公馆  346,282,429.00  

泸州水岸公园  130,655,000.00  

成都长岛国际社区  439,502,352.00  

合肥雍锦半岛  246,471,458.14  

成都乐彩城  173,991,873.39  

重庆 COCO 时代  170,975,302.48  

水岸公园  165,590,413.81  

成都 COCO 国际  140,129,216.89  

成都幸福满庭  137,526,303.33  

空港  126,655,647.21  

天津雍锦香颂  120,168,352.18  

南充自贡贡山壹号  115,734,664.13  

昆明林肯公园  111,552,211.95  

南充香江国际二期  110,838,907.65  

林肯公园  104,964,692.15  

昆明中国滇池花田国际度假区一期  91,846,942.76  



 

扬州壹号院  91,129,193.86  

公园华府  90,046,446.37  

林肯公园  90,031,639.54  

成都锦绣城  67,190,756.84  

合肥林肯公园  66,411,739.51  

昆明水岸公园  60,130,130.06  

成都金楠府  59,369,065.95  

天津雍锦半岛  58,936,437.09  

观岭翡翠湾二期  56,482,793.86  

成都圣菲悦城  56,183,352.53  

成都 COCO 时代  51,107,078.99  

其他  1,098,846,466.02  

合计  4,578,750,867.69  

（3）本期无需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4）本期无需计提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5）本期无需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6）本期无需计提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7）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0 元。 

依据 2021 年 6 月 30 日单项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应提

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4,081,040.16 元，抵减期初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账面余额

4,081,040.16 元，应补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0 元，实际补提 0 元。 

（8）本期无需计提工程物资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9）本期无需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10）本期无需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11）本期无需计提油气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12）本期无需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依据 2021 年 6 月 30 日各项无形资产预计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

按单项无形资产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应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

备 2,837,945.37 元，抵减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年初余额 2,837,945.37 元，应补提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0 元，实际补提 0 元。 

（13）本期无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14）本期无需计提其他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二）本期处置资产情况 

本期处置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 762,813,189.48 元，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65,885,582.81 元，处置净损失 284,038,254.08 元。 

（三）对财务成果的影响 

2021 年半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暨处置资产共计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4,943,983,750.01 元，其中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81,194,628.24 元，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4,578,750,867.69 元，处置资产减少本期利润

总额 284,038,254.08 元。 

二、董事会关于本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说明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

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是基于审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审核意见 

经监事会审查，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