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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
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等相关规定，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着谨慎性原
则，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对各类存货、应收款项、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
充分的分析、测试和评估，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确定了需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资产项目。
2、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总金额
经过对 2020 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款项、无形
资产、商誉等，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后，计提 2020 年度各项信用减值准备
及资产减值准备 470,295,398.13 元，其中，信用减值准备 52,944,669.02 元，
资产减值准备 417,350,729.11 元，明细如下表：
项目

计提金额（元）

1、信用减值准备
其中：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7,223.50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52,752,036.16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287,985.21

项目

计提金额（元）

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102,575.85

2、资产减值准备
其中：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商誉减值损失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0.00
391,967,820.85
25,382,908.26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按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对应收款项进行分组，按信用风险特
征组合计提信用损失准备。对正常风险或低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
提信用损失准备，对存在重大减值风险项目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信用损失
准备。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会计政策，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52,944,669.02 元，其中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7,223.50 元，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52,752,036.16 元，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287,985.21 元，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102,575.85 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
经测算，本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17,350,729.11 元，其中商誉减值
损失 391,967,820.85 元,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25,382,908.26。
（三）商誉减值基本情况及减值测试
1、商誉基本情况
（1）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议
案。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同生环境 100%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商誉。在购买日，清水源将购买 100%股权支付的合
并成本 49,480.00 万元，与应享有同生环境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9,069.14

万元，之间的差额 40,410.86 万元确认为归属于清水源的商誉。
（2）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现金收购陕西安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的议案》；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现金收购陕西安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
购安得科技 49%的股份，安得科技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商誉。
在购买日，清水源将购买股权支付的合并成本 8,070.24 万元，与应享有安得科
技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3,341.48 万元，之间的差额 4,728.76 万元确认为
归属于清水源的商誉，对应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为 4,543.32 万元。
（3）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议案；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召
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
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李万双、胡先保、安徽聚群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中旭环境 55%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
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商誉。在购买
日，清水源将购买股权支付的合并成本 36,874.75 万元与应享有中旭建设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22,873.04 万元之间的差额 14,001.71 万元确认为归属于清
水源的商誉，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为 11,455.94 万元。
2、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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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聘请了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华”）
对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进行估值，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商誉

账面余额（万元）

59,141.32

账面价值（万元）

15,313.04

资产可收回金额

15,313.04
将形成商誉的子公司相关经营性资产及分摊的商誉分
别作为资产组，通过对资产组分别测算，以资产组未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来现金流量现值与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净额两者之
间的较高者，确定为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最后,各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减资产组中经营性资产账面价值，

资产名称

商誉
得出商誉的可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金额（万元）
计提原因

39,196.78
根据会计政策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中天华对安得科技包含全部商誉的资产组价值进行了估值，并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清水源拟对合并陕西安得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进
行减值测试涉及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1]第
10225 号），评估报告所载 2020 年 12 月 31 日陕西安得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形成的
商誉所涉及资产组含商誉账面值为 14,723.14 万元，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为 8,050.71 万元，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净额为 7,839.46 万元，根据孰高原则，
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8,050.71 万元，评估减值 6,672.43 万元，其中，3,402.94
万元计入公司 2020 年度损益。
（2）中天华对中旭建设包含全部商誉的资产组价值进行了估值，并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清水源拟对合并安徽中旭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形成的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资产组可收回金 额-资产评估报告》（中 天华资评报字
[2021]第 10226 号），评估报告所载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安徽中旭环境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形成的商誉所涉及资产组含商誉账面值为 118,287.05 万元，资产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105,964.63 万元，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净额为 104,657.15
万元，根据孰高原则，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105,964.63 万元，评估减值
12,322.42 万元，其中，6,777.33 万元计入公司 2020 年度损益。
（3）中天华对同生环境包含全部商誉的资产组价值进行了估值，并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清水源拟对合并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进
行减值测试涉及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1]第
10227 号），评估报告所载 2020 年 12 月 31 日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形成的
商誉所涉及资产组含商誉账面值为 111,661.67 万元，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为 82,645.16 万元，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净额为 80,259.60 万元，根据孰高原
则，确定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为 82,645.16 万元，评估减值 29,016.51 万元，计入公
司 2020 年度损益。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 2020 年度各项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 470,295,398.13 元，
计入公司 2020 年度损益， 导致公司 2020 年 度报告合并报表利 润总额降低
470,295,398.13 元。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7,306.31 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确认，并已在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反映。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本着谨慎性的原则 2020 年度计提各项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
470,295,398.13 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能够
客观、真实、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保证财务报表的真实、
可靠，公司董事会同意计提本次资产减值。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审议并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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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报
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认为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
产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体现了会
计谨慎性原则，有助于真实、合理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计提信用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后，公允地反映
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
失。
七、备查文件
1、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