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股票简称：桂东电力            股票代码：600310          编号：临 2016-018 

债券简称：11 桂东 01           债券代码：122138 

债券简称：11 桂东 02           债券代码：122145 

债券简称：16 桂东 01           债券代码：135219 

债券简称：16 桂东 02           债券代码：135248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钦州永盛 

对部分金额重大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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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钦州永盛”）对部分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基于

谨慎性原则，钦州永盛拟对部分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以便真实反映钦州

永盛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 

一、本次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存在较多账面逾期未回收款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于逾期未收回并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应当

确认减值损失，且应按照个别认定法进行坏账准备计提，本次计提坏账准备涉及钦州永

盛对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广州生源能源公司、广西铁投冠信实业有限公司等

单位的应收款项，计提金额合计人民币 119,024,453.73 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台协干

公司”）的应收账项计提坏账准备明细情况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已计提坏账金额（计提比

例 50%）（元） 

本期计提坏账金额（50%）

（元） 

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 150,110,000.00 75,055,000.00 75,055,000.00 

1、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对部分金额重大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详见 2015年 2月

10 日、3 月 3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基于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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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公司将其从预付账款重分类其他应收款，并按债权总额 20%进行计提，在公司

2014年度报告中计提坏账准备 30,022,000.00元。 

2、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对部分金额重大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详见 2015 年 8

月 12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公司判断该债权回

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参照钦州永盛账龄 3-4 年计提比例 50%进行

计提坏账准备 75,055,000.00 元。因公司已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中按债权总额的 20%计提

坏账准备 30,022,000.00 元，在 2015 年半年度报告中公司按照债权总额的 30%计提坏账

准备 45,033,000.00 元。 

3、根据所获取的防城港市信润石化有限公司（信润石化）与钦州永盛签定的编号

为 1dzrdbhtr 的保证合同，根据该保证合同所载内容信润石化对南宁台协干及钦州永盛

共同确定的下游客户广东国储能源化工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广东国储”）的合同执行

及由合同产生的任何民事法律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根据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查询的担保方和南宁台协干的登记资料，以上资料

显示上述公司均正常经营，担保方信润石化的实收资本为 2.5 亿元，但目前信润石化所

建项目因资金短缺已暂停其所有项目，2016 年 1 月防城港市政府召开了债权人会议，会

议主持方在会上通报信润石化债务非常巨大，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但是截止目前政府

并未对该事项的处置给出更进一步的方案。 

5、钦州永盛已对保证人信润石化进行财产保全，并通过保险公司进行担保，现保

全财产已确定，保险公司手续已办妥，法院已受理，但是经过律师查询已有多家法院对

该资产进行了财产保全，该公司并无偿还能力。 

6、根据以上获得的信息，钦州永盛对广西台协干公司债权进行了积极的追讨，担保

人偿还能力不确定，钦州永盛及公司年审会计师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对债权人发出函证，

截止目前未收到回函，债权回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债权 100%

进行计提坏账准备。因公司已在 2014 年年度报告及 2015 年半年度报告中按债权总额的

50%合计计提坏账准备 75,055,000.00 元，本期公司按照债权总额的 50%计提坏账准备

75,055,000.00 元。 

7、公司及钦州永盛将安排专门人员继续跟踪追收上述款项，同时将采取包括启动

法律程序提起诉讼等措施对上述款项进行追讨。 

（二）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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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欠款和计提坏账准备明细情

况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已计提坏账金额（计

提比例 50%）（元）

本期计提坏账金

额（50%）（元） 

累计计提坏账金

额（元） 

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30,000,000.00 

1、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对部分金额重大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详见 2015 年 2

月 10 日、3 月 3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基于谨

慎性原则，公司将该债权从预付账款重分类其他应收款，并参照钦州永盛 2‐3年计提比

例，按债权总额的 30%进行计提坏账，在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中合计计提坏账准备

9,000,000.00 元。 

2、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对部分金额重大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详见 2015 年 8

月 12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基于谨慎性原则公

司参照钦州永盛账龄 3‐4 年计提比例，按债权总额的 50%进行计提坏账准备

15,000,000.00 元。因公司已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中按债权总额的 30%计提坏账准备

9,000,000.00元，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公司按债权总额 20%计提坏账准备 6,000,000.00

元。 

3、2015年 8 月，钦州永盛收到诉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

一审胜诉判决（详见 2015 年 8 月 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公告），但该案进入二审程序并经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钦州永盛诉

讼请求（详见 2016年 3月 12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

告）。 

4、广州生源虽然目前正常经营，债权已超过两年，钦州永盛及公司年审会计师于

2016年 2 月 2日对债权人发出函证，截止目前未收到回函，该公司是否有偿还能力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涉及诉讼案件经二审程序后判决败诉，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债权 100%

进行计提坏账准备。因公司已在 2014年年度报告及 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按债权总额的

50%合计计提坏账准备 15,000,000.00 元，本期公司按债权总额 50%计提坏账准备

15,000,000.00元。 

5、目前已采取启动法律程序提起诉讼等措施对上述款项进行追讨，公司及钦州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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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将安排专门人员继续跟踪追收上述款项。 

（三）广西铁投冠信实业有限公司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广州铁投冠信实业有限公司欠款和计提坏账准备明细情

况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已计提坏账金额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按账龄法计提）

（元） 

本期计提坏账金额（按

个别认定法计提）（元） 

累计计提坏账

金额（元） 

广西铁投冠信实业有限公司 12,633,232.79   1,263,323.28  11,369,909.51  12,633,232.79 

2013 年 1 月 18 日，钦州永盛与广西铁投冠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投冠信”）

交易形成应收账款 12,633,232.79 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尚未收回。钦州永盛已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就与铁投冠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提起诉讼（详见 2015 年 8 月 14 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该案法院受理后原适用简易程序，

后因案件较复杂，法院同意铁投冠信申请追加广西防城港市堔琪贸易有限公司、南宁市

本满正商贸有限公司为当事人。后因法院告知当事人南宁市本满正商贸有限公司无法当

面送达，需公告送达，开庭日顺延六十天。钦州永盛及公司年审会计师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对债权人发出函证，截止目前未收到回函。公司认为债权人并不认可与钦州永盛的债

权债务关系，债权回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此债权 100%计提坏账

准备。 
目前已采取启动法律程序提起诉讼等措施对上述款项进行追讨，公司及钦州永盛将

安排专门人员继续跟踪追收上述款项。 

（四）正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正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欠款和计提坏账准备明细情况如

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已计提坏账金额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按账龄法

计提）（元） 

本期计提坏账金额

（按个别认定法计

提）（元） 

累计计提坏账金额

（元） 

正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368,133.48     936,813.35     8,431,320.13      9,368,133.48 

该部分应收款项于 2011 年至 2012 年之间形成，钦州永盛于 2014 年对正海控股及

相关债权人提起诉讼，但起诉于 2016 年 1 月被法院驳回。由于此债权时间较长，业务

复杂，追偿相当困难，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该债权 100%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及钦州永盛将安排专门人员继续跟踪追收上述款项，采取其他措施对上述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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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追讨。 

（五）茂名市名油商贸有限公司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茂名市名油商贸有限公司欠款和计提坏账准备明细情况

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已计提坏账金额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按账龄法

计提）（元） 

本期计提坏账金额

（按个别认定法计

提）（元） 

累计计提坏账金额

（元） 

茂名市名油商贸有限公司  11,945,171.62   5,309,609.93     6,635,561.69    11,945,171.62 

该部分应收款项于 2011 年至 2013 年之间形成，钦州永盛先后向钦州市钦南区人民

法院、钦州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均以无管辖权未受理。2015 年 10 月，广东省茂名市中

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本案，截至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由于此债权时间较长，收回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此债权 100%计提坏账准备。 

目前已采取启动法律程序提起诉讼等措施对上述款项进行追讨，公司及钦州永盛将

安排专门人员继续跟踪追收上述款项。 

（六）广西防城港市华腾矿业有限公司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广西防城港市华腾矿业有限公司欠款和计提坏账准备明

细情况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已计提坏账金额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按账龄法

计提）（元） 

本期计提坏账金额

（按个别认定法计

提）（元） 

累计计提坏账金额

（元） 

广西防城港市华腾矿业有限公司  1,100,000.00    110,000.00     990,000.00    1,100,000.00 

该部分应收款项于 2013 年形成，债权已超过二年以上，钦州永盛及公司年审会计

师已发过几次往来函证，均未收到回函，故公司认为债权回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此债权 100%计提坏账。 

公司及钦州永盛将安排专门人员继续跟踪追收上述款项，同时将采取包括启动法律

程序提起诉讼等措施对上述款项进行追讨。 

（七）广西远进商贸有限公司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广西远进商贸有限公司欠款和计提坏账准备明细情况如

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已计提坏账金额

（2015 年 6 月

本期计提坏账金额

（按个别认定法计

累计计提坏账金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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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前按账龄法

计提）（元） 

提）（元） 

广西远进商贸有限公司  1,040,990.00    312,297.00       728,693.00      1,040,990.00 

该部分应收款项于 2012 年形成，债权已超过三年以上，钦州永盛及公司年审会计

师已发过几次往来函证，均未收到回函，故公司认为债权回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此债权 100%计提坏账。 

公司及钦州永盛将安排专门人员继续跟踪追收上述款项，同时将采取包括启动法律

程序提起诉讼等措施对上述款项进行追讨。 

（八）茂名市丽新丝绸有限公司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茂名市丽新丝绸有限公司欠款和计提坏账准备明细情况

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已计提坏账金额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按账龄法

计提）（元） 

本期计提坏账金额

（按个别认定法计

提）（元） 

累计计提坏账金额

（元） 

茂名市丽新丝绸有限公司    700,000.00     210,000.00       490,000.00        700,000.00 

该部分应收款项于 2012 年形成，债权已超过三年以上，钦州永盛及公司年审会计

师已发过几次往来函证，均未收到回函，故公司认为债权回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此债权 100%计提坏账。 

公司及钦州永盛将安排专门人员继续跟踪追收上述款项，同时将采取包括启动法律

程序提起诉讼等措施对上述款项进行追讨。 

（九）南宁市旺永公商贸有限公司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南宁市旺永公商贸有限公司欠款和计提坏账准备明细情

况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金额（元）   

已计提坏账金额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按账龄法

计提）（元） 

本期计提坏账金额

（按个别认定法计

提）（元） 

累计计提坏账金额

（元） 

南宁市旺永公商贸有限公司    359,966.00    35,996.60     323,969.40         359,966.00

该部分应收款项于 2013年形成，债权已超过二年以上，钦州永盛及公司年审会计师

已发过几次往来函证，均未收到回函，故公司认为债权回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谨

慎性原则公司对此债权 100%计提坏账。 

公司及钦州永盛将安排专门人员继续跟踪追收上述款项，同时将采取包括启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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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提起诉讼等措施对上述款项进行追讨。 

二、本次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坏账准备的计提将导致钦州永盛资产减值损失 119,024,453.73 元，减少公司

2015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9,024,453.73 元。 

三、本次计提坏账准备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对部分金额重大应收款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议案》。本次计提坏账准备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公司全资

子公司钦州永盛对部分金额重大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已就本次计提坏账准备事宜向我们提供了详细资料并做了充分说明，本次计提

坏账准备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方式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计提坏账准备能够更加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

会计信息，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计提坏账准备，同意董事

会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有助于真实、合理反映公司

资产情况，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同意本次计提坏账准备，同意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遵循了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及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本次计提

坏账准备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

实可靠，同意本次计提坏账准备事宜。 

七、上网公告附件 

1、桂东电力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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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桂东电力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