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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無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UNCH TECH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88）

自願性公告
關於 2017年度業績公告之補充公告

此乃本公司作出的自願性公告。

玆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內容有關 2017年度業績的公告（「業績公告」）。除

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業績公告所載者具

有相同涵義。本公司謹此作出本公告以進一步披露業績公告中若干合併利潤表項目之補充說明，

原業績公告的所有資料保持不變。

本公布內之說明內容主要節錄自將會稍後公布之 2017年度年報內之財務報表。

本公布就資產減值損失、其他收益及分部資料三個項目作出補充說明如下：



2

1. 關於資產減值損失之說明

2017 2016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資產減值損失

無形資產減值－專有技術 14 4
壞賬準備 11 15
其他 – 1

  

25 20
  

兩個年度之會計政策並沒有變更。2017年度無形資產減值之增加，主要是就被淘汰之舊產品餘下

之專有技術進行一次性減值所致。

1.1 長期資產減值

本公司在資產負債表日判斷長期資產是否存在可能發生減值的跡象。如果長期資產存在減值

跡象的，以單項資產為基礎估計其可收回金額；難以對單項資產的可收回金額進行估計的，以

該資產所屬的資產組為基礎確定資產組的可收回金額。

資產可收回金額的估計，根據其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後的淨額與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

現值兩者之間較高者確定。

可收回金額的計量結果表明，長期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低於其賬面價值的，將長期資產的賬面

價值減至可收回金額，減記的金額確認為資產減值損失，計入當期損益，同時計提相應的資

產減值準備。資產減值損失一經確認，在以後會計期間不得轉回。

資產減值損失確認後，減值資產的折舊或者攤銷費用在未來期間作相應調整，以使該資產在

剩餘使用壽命內，系統地分攤調整後的資產賬面價值（扣除預計淨殘值）。

因企業合併所形成的商譽和使用壽命不確定的無形資產，無論是否存在減值跡象，每年都進

行減值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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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形資產的初始計量

內部自行開發的無形資產，其成本包括：開發該無形資產時耗用的材料、勞務成本、註冊費、

在開發過程中使用的其他專利權和特許權的攤銷以及滿足資本化條件的利息費用，以及為使

該無形資產達到預定用途前所發生的其他直接費用。

1.3 無形資產的後續計量

對於專有技術被視為使用壽命有限的無形資產，在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期限內，按直線法

以 3-8年攤銷。

1.4 劃分公司內部研究開發項目的研究階段和開發階段

對內部研究開發項目研究階段的支出，在發生時計入當期損益；內部研究開發項目開發階段的

支出，在確認該項資產在其使用的技術上具有可行性，並且由於該項資產所產生的產品在市

場上能夠得到客戶的試用認可的情況下確認為無形資產。

1.5 開發階段支出符合資本化的具體標準

內部研究開發項目開發階段的支出，同時滿足下列條件時確認為無形資產：

(1) 完成該無形資產以使其能夠使用或出售在技術上具有可行性；

(2) 具有完成該無形資產並使用或出售的意圖；

(3) 無形資產產生經濟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夠證明運用該無形資產生產的產品存在市場或無形

資產自身存在市場，無形資產將在內部使用的，能夠證明其有用性；

(4) 有足夠的技術、財務資源和其他資源支持，以完成該無形資產的開發，並有能力使用或出

售該無形資產；

(5) 歸屬於該無形資產開發階段的支出能夠可靠地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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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專有技術減值情況

Golo 項目是公司於 2014年研發推出的一個可以實時採集汽車運行資料並且具備互聯網功能的

車載設備。

golo項目A golo項目B 合計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2014年資本化 13 – 13
2015年資本化 – 21 21
累計攤銷 -8 -12 -20
減值 -5 -9 -14
2017年末餘額 – – –

1.7 應收及其他應收壞賬

本公司在資產負債表日判斷應收及其他應收賬款是否存在可能發生減值的跡象，壞賬準備以

以下針對性範圍評估：

1. 單項金額重大並單項計提

2. 按信用風險特徵組合計提

3. 單項金額雖不重大但單項計提

本公司採用賬齡分析法計提壞賬準備的方式如下：

賬齡 應收賬款計提比例 (%) 其他應收款計提比例 (%)

1年以內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30.00 30.00
3-4年 50.00 50.00
4-5年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於兩個財政年度，本公司對於壞賬準備的會計政策並無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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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其他收益及營業外收入之說明

2017 2016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其他收益
政府補貼 21 –

  

營業外收入
政府補貼 – 19
其他 1 1

  

1 20
  

兩個年度在其他收益及營業外收入之主要變動來自會計準備變更所致。說明如下：

2017年 5月 10日，財政部公布了修訂後的《企業會計準則第 16號－政府補助》，該準則修訂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施行，同時要求企業對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補助採用未來適用法處

理，對 2017年 1月 1日至該準則施行日之間新增的政府補助根據修訂後的準則進行調整。本公

司自 2017年 6月 12日開始採用該修訂後的準則，上述會計政策變化的主要內容為：與收益相

關的政府補助，用於補償企業以後期間的相關費用或損失的，確認為遞延收益，在確認相關

費用或損失的期間計入當期損益   ；用於補償企業已發生的相關費用或損失的，取得時直接計

入當期損益。與企業日常活動相關的政府補助計入其他收益   ；與企業日常活動無關的政府補

助計入營業外收支。

公司已根據修訂後的《企業會計準則第16號－政府補助》的要求，對2017年1月1日起與企業日

常活動相關的政府補助計入其他收益，金額共計 21,242,397.76元。在此之前，2016年度之政

府補貼計入營業外收入，金額總計為 19,123,4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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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分部信息之說明

汽車診斷分部 舉升機分部 海外銷售分部 合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一、 營業收入 825 67 86 978

二、 營業費用 769 67 79 915

三、 利潤總額（虧損） 56 – 7 63

四、 所得稅費用 – – 3 3

五、 淨利潤（虧損） 56 – 4 60

六、 資產總額 1,387 176 50 1,613

七、 負債總額 427 75 26 528

八、 其他重要的非現金項目

1. 資本性支出 88 – – 88

3.1 報告分部的確定依據與會計政策

本公司以內部組織結構、管理要求、內部報告制度為依據確定經營分部。本公司的經營分部

是指同時滿足下列條件的組成部分：

(1) 該組成部分能夠在日常活動中產生收入、發生費用；

(2) 管理層能夠定期評價該組成部分的經營成果，以決定向其配置資源、評價其業績；

(3) 能夠取得該組成部分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會計信息。

本公司以經營分部為基礎確定報告分部，滿足下列條件之一的經營分部確定為報告分部：

(1) 該經營分部的分部收入佔所有分部收入合計的 10%或者以上；

(2) 該分部的分部利潤（虧損）的絕對額，佔所有盈利分部利潤合計額或者所有虧損分部虧損

合計額的絕對額兩者中較大者的 10%或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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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會計政策確定的報告分部的經營分部的對外交易收入合計額佔合併總收入的比重未達

到 75%時，增加報告分部的數量，按下述規定將其他未作為報告分部的經營分部納入報告分

部的範圍，直到該比重達到 75%：

(1) 將管理層認為披露該經營分部信息對會計信息使用者有用的經營分部確定為報告分部；

(2) 將該經營分部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具有相似經濟特徵、滿足經營分部合併條件的其他經營

分部合併，作為一個報告分部。

分部間轉移價格參照市場價格確定，與各分部共同使用的資產、相關的費用按照收入比例在

不同的分部之間分配。

3.2 本公司確定報告分部考慮的因素、報告分部的產品和勞務的類型

本公司的報告分部都是提供不同產品和勞務的業務單元。由於各種業務需要不同的技術和市

場戰略，各分部獨立管理。

本公司有 3個報告分部：汽車診斷分部、舉升機分部、海外銷售分部。汽車診斷分部為汽車

診斷、檢測產品研發、生產和銷售。舉升機分部為汽車後市場機械類產品的研發、生產和銷

售。海外銷售分部為發展和維護歐洲經銷商及客戶。

上文所述僅為對項目內容之補充說明，業績公告的所有資料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廖俊明

香港，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新先生（董事長）、劉均先生、黃兆歡女士及蔣
仕文先生，非執行董事劉庸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遠先生、張燕女士及寧波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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