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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资产交割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E50016 号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科电
子”）根据“附注二、资产交割过渡期利润表的编制基础”编制的过渡
期利润表，包括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止的利润表及
附注。上述过渡期系根据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兴科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的《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资产出让方之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过渡期的约定确定的。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兴科电子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
包括：（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
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
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
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
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
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
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
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
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
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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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兴科电子资产交割过渡期利润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兴科电子资产交割过渡期
2016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止的经营成果。
四、对本报告分发和使用的限制
根据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胡恩赐、陈智勇、许黎明和
高炳义签订的《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资产出让方之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兴科电子作为标的公司，在资产交割过
渡期所产生的的利润由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享有，所产生的
亏损由胡恩赐、陈智勇、许黎明和高炳义按照协议的约定补偿给广
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报告仅供相关方履行前述协议约定之
目的使用，不适用其他用途。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金进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少波
二 〇 一 七 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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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交割过渡期利润表
2016年4月1日-2017年2月28日
附注
五、（一）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4月1日-2017年2月28日
979,580,566.08

五、（一）

698,514,332.69

税金及附加

五、（二）

8,021,651.73

销售费用

五、（三）

11,321,388.66

管理费用

五、（四）

77,765,633.24

财务费用

五、（五）

-14,178,911.02

资产减值损失

五、（六）

17,147,557.66

编制单位：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180,988,913.12

加：营业外收入

五、（七）

161,868.63

五、（八）

276,709.1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80,874,072.6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九）

43,517,141.97
137,356,930.68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37,356,930.68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企业法定代表人： 胡恩赐

137,356,930.68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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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范文芬

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资产交割过渡期利润表编制说明

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资产交割过渡期利润表编制说明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止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历史沿革
（1）2014 年 6 月，公司成立、第一次股权转让
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06 月 04 日，
并取得了由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1900001996742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由股东胡勇美认缴，以货币方式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前缴清。
2014 年 6 月 18 日，股东胡勇美分别与胡恩赐、陈智勇、翁海文签订《转让出资协
议》，股东胡勇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5%股权共 3250 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 3250 万
元转让给胡恩赐，股东胡勇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0%股权共 500 万元出资额以人民
币 500 万元转让给陈智勇，股东胡勇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5%股权 1250 万元出资额
以人民币 1250 万元转让给翁海文。2014 年 6 月 18 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
权转让，2014 年 7 月 17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事项，并签发
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4 年 7 月 30 日，东莞方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方兴
验字[2014]10042 号），验证：截至 2014 年 7 月 29 日，本公司已收到胡恩赐、翁海
文和陈智勇三位股东实缴的第一、二期注册资本累计合计 2,250 万元，全部以货币
形式出资。
2014 年 8 月 4 日，东莞方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方兴
验字[2014]10045 号），验证：截至 2014 年 8 月 1 日，本公司已收到胡恩赐、翁海
文和陈智勇三位股东实缴的第三期注册资本合计 750 万元，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
截至 2014 年 8 月 1 日，连同第一、二期出资，本公司累计实收注册资本为 3,000 万
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胡恩赐

32,500,000.00

65.00

货币

翁海文

12,500,000.00

25.00

货币

陈智勇

5,000,000.00

10.00

货币

50,000,000.00

100.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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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年9月，第一次增资，新增股东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
禧科技”）。
2014 年 09 月 12 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人民币，同时新增股东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由银禧科技、胡
恩赐、翁海文和陈智勇认缴。2014 年 11 月 17 日，广东中诚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诚安泰验字（2014）第 1302011 号），验证：截至 2014
年 10 月 20 日，本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8,000 万
元，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连同本次股东出资前的累计实收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本公司本次股东出资后的累计实收资本为 11,000 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变更后注册资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胡恩赐

36,520,000.00

33.20

货币

翁海文

27,500,000.00

25.00

货币

陈智勇

8,800,000.00

8.00

货币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180,000.00

33.80

货币

合计

110,000,000.00

100.00

（3）2014年12月，第二次增资
2014 年 12 月 24 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由全体股东认缴。2014 年 12 月 30 日，广东中诚安泰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诚安泰验字（2014）第 1302011 号），验
证：截至 2014 年 12 月 25 日，本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合计 4,000 万元，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
变更后注册资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胡恩赐

49,200,000.00

32.80

货币

翁海文

39,000,000.00

26.00

货币

陈智勇

11,100,000.00

7.40

货币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700,000.00

33.80

货币

合计

150,000,000.00

100.00

（4）2014年12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4年12月29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股东翁海文与东莞铭成企业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翁海文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6.00%股权共
3,900.00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3,900.00万元转让给东莞铭成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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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6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胡恩赐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49,200,000.00

32.80

货币

39,000,000.00

26.00

货币

陈智勇

11,100,000.00

7.40

货币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700,000.00

33.80

货币

合计

150,000,000.00

100.00

东莞铭成企业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5）2015年11月，第三次增资
2015年11月20日，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5,000.00万元增加至
18,000.00万元，新增资本3,000.00万元由股东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恩
赐、陈智勇、东莞铭成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本次增资经东莞市
信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信衡会验字[2015]第1019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本次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胡恩赐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59,040,000.00

32.80

货币

46,800,000.00

26.00

货币

陈智勇

13,320,000.00

7.40

货币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840,000.00

33.80

货币

合计

180,000,000.00

100.00

东莞铭成企业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6）2015年12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5年12月21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股东东莞铭成企业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分别与陈智勇、高炳义、许黎明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东莞铭成企业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6.00%股权共4,680.00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4,680.00万
元分别转让给陈智勇、高炳义、许黎明。2015年11月26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
述股权转让。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胡恩赐

59,040,000.00

32.80

货币

陈智勇

19,660,000.00

10.92

货币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840,000.00

33.80

货币

高炳义

18,000,000.00

10.00

货币

许黎明

22,460,000.00

12.48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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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80,000,000.00

100.00

根据本公司2016年5月18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股东胡恩赐、陈智勇、许黎明和高炳
义与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资产出让方
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17号文《关于核准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胡恩赐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同意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方式购买胡恩赐、陈智勇、许黎明和高炳义持有本公司共计66.20%的股权。2017年1
月11日，胡恩赐、陈智勇、许黎明和高炳义将其持有的本公司66.20%的股权过户至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本公司在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上述事项的
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换发的《营业执照》。至此，本公司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
成，本公司成为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7年3月2日完成对交易对方及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的股份发行工作。
截至2017年2月28日，公司注册资本18,000.00万元，实收资本18,000.00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恩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04215254J；
公司住所注册地：东莞市虎门镇怀德社区怀北大道兴科工业园。

(二)

所处行业
本公司所处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三)

经营范围
公司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电子配件、电器零配件、电子连接器、电子设备、自动
化设备、光伏设备、照明器具；光电元器件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消费电子产品的
塑胶类精密模具及精密零组件的加工和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上述经
营范围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二、

资产交割过渡期利润表的编制基础
（一）根据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胡恩赐、陈智勇、许黎明和高炳义签订的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资产出让方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标的公司，在资产交割过渡
期产生的利润或净资产的增加均归上市公司享有。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若发生亏损
或损失或净资产的减少，则由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于本次交易前在标的公司的持股
比例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补偿，该现金补偿应当在前款所述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上市公司。为履行前述约定，
4

本公司编制了资产交割过渡期利润表。
协议约定，资产交割过渡期指自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标的资产交
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其中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3 月 31 日，资产交
割日为 2017 年 2 月 28 日，资产交割过渡期确定为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止。
（二）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假设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
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
编制。
（三）本财务报表只包括资产交割过渡期利润表。

三、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按照本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报
告期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有关信息。

(二)

会计期间
自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三)

营业周期
本公司营业周期为 12 个月。

(四)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本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
金。将同时具备期限短（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
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四个条件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六)

外币业务
外币业务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作为折算汇率将外币金额折合成人民币记账。
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余额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汇兑
差额，除属于与购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相关的外币专门借款产生的汇兑差额按
照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原则处理外，均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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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1、

金融工具的分类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
资；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负债等。

2、

金融工具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取得时以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
取的债券利息）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2）持有至到期投资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
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实际利
率在取得时确定，在该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
处置时，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3）应收款项
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债权，以及公司持有的其他企业的不
包括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债务工具的债权，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以向购货方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具有融资性质的，按其
现值进行初始确认。
收回或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应收款项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
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将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但是，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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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
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按照成本计量。
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同
时，将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
出，计入当期损益。
（5）其他金融负债
按其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
计量。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如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
移给转入方，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如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
风险和报酬的，则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上述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采用实质重于形
式的原则。公司将金融资产转移区分为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金融资
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2）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
（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
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
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
（2）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
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
形）之和。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所收到的对价确
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4、

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
分；本公司若与债权人签定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债，
且新金融负债与现存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则终止确认现存金融
负债，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对现存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合同条款作出实质性修改的，则终止确认现存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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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或其一部分，同时将修改条款后的金融负债确认为一项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时，终止确认的金融负债账面价值与支付对价
（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若回购部分金融负债的，在回购日按照继续确认部分与终止确认部分的
相对公允价值，将该金融负债整体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分配给终止确认部分
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
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在估值时，本公司采用在当
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选择与市场
参与者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易中所考虑的资产或负债特征相一致的输入值，
并优先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得不切
实可行的情况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6、

金融资产（不含应收款项）减值的测试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
日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发生减
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准备：
期末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
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就认定其已发生减值，将原直接
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确认减值损失。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
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
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
（2）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减值准备：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损失的计量比照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量方法处理。

(八)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单项金额在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以
上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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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单独进行减
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
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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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

以应收款项与交易对象的关系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押金、保证金、职工欠款等

以应收款项的款项性质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交政府管理部门保证金

以应收款项的交易对象信誉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关联方

不计提坏账准备

押金、保证金、职工欠款等

不计提坏账准备

交政府管理部门保证金

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已投保应收账款计提

未投保应收账款计提比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

比例（%）

例（%）

例(%)

1

5

5

1－2 年

100

25

25

2－3 年

100

50

50

3 年以上

100

100

100

账龄
1 年以内（含 1 年）

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不重大是指：单项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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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计提坏账准备。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并入账龄分析法
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九)

存货
1、

存货的分类
存货分类为：原材料、周转材料、在产品、半成品、库存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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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存货发出时按加权平均法计价。

3、

不同类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
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
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
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
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
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
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
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4、

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存制。

5、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1）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转销法；
（2）包装物采用一次转销法。

(十)

长期股权投资
1、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
共同控制，是指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
动必须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本公司与其他合营方一
同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且对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享有权利的，被投资单位
为本公司的合营企业。
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
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本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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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为本公司联营企业。

2、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1）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以
及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
资成本。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在合
并日根据合并后应享有被合并方净资产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
价值的份额，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合并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
投资成本，与达到合并前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合并日进一步取得股份
新支付对价的账面价值之和的差额，调整股本溢价，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冲
减留存收益。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按照购买日确定的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的初始投资成本。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
制的，按照原持有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成本
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2）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
成本。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
初始投资成本。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
靠计量的前提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长期股权投资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
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
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
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按照公允价值为基础确
定。

3、

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1）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
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公司按照享有被投
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当期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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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初始投资成本大于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不调整长期股权
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
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按照
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
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并按照公司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位的
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在持有投资期间，被投资单位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
以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中归属于被
投资单位的金额为基础进行核算。
公司与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应享有的比例
计算归属于公司的部分，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收益。与被投资单位
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属于资产减值损失的，全额确认。公司与联营企
业、合营企业之间发生投出或出售资产的交易，该资产构成业务的，按照本附
（五）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三、
（六）
注“三、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中披露的相关政策进行会计处理。
在公司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亏损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处理：首先，
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其次，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不足以冲减的，
以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账面价值为限继续确认投
资损失，冲减长期应收项目等的账面价值。最后，经过上述处理，按照投资合
同或协议约定企业仍承担额外义务的，按预计承担的义务确认预计负债，计入
当期投资损失。
（3）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
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按相应比例对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进
行会计处理。因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
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有者权益，按比例结转入当期损益，由于被投资方重
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变动而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除外。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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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后的剩余股权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核算，其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资因采用
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
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有者权益，在
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控制权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
表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改按
权益法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处置
后的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与
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处置的股权是因追加投资等原因通过企业合并取得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
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的，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
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按比例结转；处
置后的剩余股权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其他综合收益
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全部结转。

(十一) 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已出
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含自行
建造或开发活动完成后用于出租的建筑物以及正在建造或开发过程中将来用于出租
的建筑物）。

(十二)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并且使用寿命超
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

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分类计提，根据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寿命和
预计净残值率确定折旧率。如固定资产各组成部分的使用寿命不同或者以不同
方式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则选择不同折旧率或折旧方法，分别计提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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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能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会取得租赁资产所
有权的，在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
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的期
间内计提折旧。
各类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折旧年限、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20

10

4.50

机器设备

10

10

9.00

试验设备

10

10

9.00

运输设备

10

10

9.00

其他设备

5

10

18.00

3、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计价方法
公司与租赁方所签订的租赁协议条款中规定了下列条件之一的，确认为融资租
入资产：
（1）租赁期满后租赁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本公司；
（2）公司具有购买资产的选择权，购买价款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该资产的公
允价值；
（3）租赁期占所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
（4）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与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存在较大的
差异。
公司在承租开始日，将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
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
差额作为未确认的融资费。

(十三)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项目按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作为固定
资产的入账价值。所建造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
竣工决算的，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根据工程预算、造价或者工程实际成
本等，按估计的价值转入固定资产，并按本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政策计提固定资产的
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调整原已计提
的折旧额。

(十四) 借款费用
1、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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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费用，包括借款利息、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
发生的汇兑差额等。
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
的，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
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
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开始资本化：
（1）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
产而以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
（2）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3）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
经开始。

2、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期间，指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借款费
用暂停资本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
款费用停止资本化。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中部分项目分别完工且可单独使用时，
该部分资产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
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后才可使用或可
对外销售的，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

3、

暂停资本化期间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
续超过 3 个月的，则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该项中断如是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者可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则借款费
用继续资本化。在中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建
或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后借款费用继续资本化。

4、

借款费用资本化率、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对于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的专门借款，以专门借款当
期实际发生的借款费用，减去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
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来确定借款费用的资本化金额。
对于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的一般借款，根据累计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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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
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
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十五) 无形资产
1、

无形资产的计价方法
（1）公司取得无形资产时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外购无形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
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
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无形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无形资产，以该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
定其入账价值，并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该用以抵债的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
靠计量的前提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无形资产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
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
费作为换入无形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2）后续计量
在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用寿命。
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内按直线法摊
销；无法预见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
形资产，不予摊销。

2、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估计情况：
每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
经复核，本年期末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与以前估计未有不同。

3、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判断依据以及对其使用寿命进行复核的程序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首先由技术部门判断其使用寿命，如果使用寿命
不确定，由管理层复核其的判断依据以及对其使用寿命进行复核。

4、

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
查、研究活动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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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阶段：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
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活动的阶段。

5、

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确认为无形资产：
（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
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
有用性；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开发阶段的支出，若不满足上列条件的，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研究阶段的
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十六) 长期资产减值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
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
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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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
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商誉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本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日起按
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摊至相关
的资产组组合。在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时，按照
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总额的
比例进行分摊。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
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
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
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
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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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十七) 长期待摊费用
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是指已经支出，但受益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各项费
用，主要包括房屋装修费等。长期待摊费用按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分期摊销。若长
期待摊的费用项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则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
部转入当期损益。

(十八) 职工薪酬
1、

短期薪酬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
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本公司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
和职工教育经费，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规定的计提基
础和计提比例计算确定相应的职工薪酬金额。
职工福利费为非货币性福利的，如能够可靠计量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2、

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1）设定提存计划
本公司按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在职工
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按以当地规定的缴纳基数和比例计算应缴纳
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详见本附注“五、(十九) 应付职工薪酬”。

3、

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在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
时，或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两者孰早），确
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十九) 预计负债
1、

预计负债的确认标准
与诉讼、债务担保、亏损合同、重组事项等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时，本公司确认为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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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义务是本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
（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公司；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2、

各类预计负债的计量方法
本公司预计负债按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的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
本公司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综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
币时间价值等因素。对于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通过对相关未来现金流出
进行折现后确定最佳估计数。
最佳估计数分别以下情况处理：
所需支出存在一个连续范围（或区间），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
同的，则最佳估计数按照该范围的中间值即上下限金额的平均数确定。
所需支出不存在一个连续范围（或区间），或虽然存在一个连续范围但该范围
内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相同的，如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目的，则最佳估计
数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如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目的，则最佳估计数按各
种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本公司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金额在基
本确定能够收到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确认的补偿金额不超过预计负债的账
面价值。

(二十) 股份支付
本公司的股份支付是为了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
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本公司的股份支付分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1、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及权益工具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计量。本公司以限制性股票进行股份支付的，职工出资认购股票，股票在达到
解锁条件并解锁前不得上市流通或转让；如果最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
件未能达到，则本公司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回购股票。本公司取得职工认购限
制性股票支付的款项时，按照取得的认股款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同时就回购义务全额确认一项负债并确认库存股。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本公司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职工人数变动、是否达到规定业绩条件等后
续信息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作出最佳估计，以此为基础，按照授予日的公允
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在可行权
日之后不再对已确认的相关成本或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但授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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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可行权的，在授予日按照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
积。
对于最终未能行权的股份支付，不确认成本或费用，除非行权条件是市场条件
或非可行权条件，此时无论是否满足市场条件或非可行权条件，只要满足所有
可行权条件中的非市场条件，即视为可行权。
如果修改了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条款，至少按照未修改条款的情况确认取
得的服务。此外，任何增加所授予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修改，或在修改日对职
工有利的变更，均确认取得服务的增加。
如果取消了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则于取消日作为加速行权处理，立即确认
尚未确认的金额。职工或其他方能够选择满足非可行权条件但在等待期内未满
足的，作为取消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但是，如果授予新的权益工具，
并在新权益工具授予日认定所授予的新权益工具是用于替代被取消的权益工
具的，则以与处理原权益工具条款和条件修改相同的方式，对所授予的替代权
益工具进行处理。

2、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及权益工具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按照本公司承担的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
确定的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初始按照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并考虑授予权
益工具的条款和条件。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在授予日以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
计入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负债；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
可行权的，在等待期内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承担负债的公
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增加相应负债。在相关负债
结算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及结算日，对负债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二十一) 收入
1、

销售商品收入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
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
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实现。
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按照应收的合
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公司的销售模式为经销商买断和直接销售模式。公司与经销商采用买断方式销
售的，公司在将产品交付给客户并取得发货确认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公司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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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接销售模式的，公司在将产品交付给客户并取得发货确认单时确认收入的
实现。

2、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本公司在让渡资产使用权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并且收入的金额能够可
靠地计量时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3、

提供劳务的收入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
提供劳务收入。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
列情况处理：
①

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②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

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二十二) 政府补助
1、

类型
政府补助，是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分为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本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
资产的政府补助，包括购买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财政拨款、固定资产专门借
款的财政贴息等。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
的政府补助。

2、

会计处理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按照所建造或购买的资产使用年限
分期计入营业外收入；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
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用于补偿企业
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二十三)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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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减，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
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除特殊情况外，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特殊情况包括：商誉的初始确认；除企
业合并以外的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的
其他交易或事项。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且意图以净额结算或取得资产、清偿负债同时进行
时，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且递延所得税资
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
是对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转回
的期间内，涉及的纳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
产、清偿负债时，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二十四) 租赁
1、

经营租赁会计处理
（1）公司租入资产所支付的租赁费，在不扣除免租期的整个租赁期内，按直
线法进行分摊，计入当期费用。公司支付的与租赁交易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
计入当期费用。
资产出租方承担了应由公司承担的与租赁相关的费用时，公司将该部分费用从
租金总额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分摊，计入当期费用。
（2）公司出租资产所收取的租赁费，在不扣除免租期的整个租赁期内，按直
线法进行分摊，确认为租赁相关收入。公司支付的与租赁交易相关的初始直接
费用，计入当期费用；如金额较大的，则予以资本化，在整个租赁期间内按照
与租赁相关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分期计入当期收益。
公司承担了应由承租方承担的与租赁相关的费用时，公司将该部分费用从租金
收入总额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分配。

2、

融资租赁会计处理
（1）融资租入资产：公司在承租开始日，将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
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
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为未确认的融资费用。公司采用实际利率法对未
确认的融资费用，在资产租赁期间内摊销，计入财务费用。公司发生的初始直
接费用，计入租入资产价值。
（2）融资租出资产：公司在租赁开始日，将应收融资租赁款，未担保余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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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其现值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在将来收到租金的各期间内确认为
租赁收入。公司发生的与出租交易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
的初始计量中，并减少租赁期内确认的收益金额。

(二十五)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6]22 号），
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根据该规定：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印花税 327,491.43 元从“管
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
费不予调整。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2、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四、

税项

(一)

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
增值税

基础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

17%

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营业税

(二)

按应税营业收入计征（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
营改增交纳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及消费税计征

5%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及消费税计征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及消费税计征

2%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税收优惠及批文
本公司报告期无税收优惠。

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元）

(一)

5%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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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过渡期发生额
项

目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979,184,151.54

698,464,425.91

其他业务

396,414.54

49,906.78

979,580,566.08

698,514,332.69

合计

2、

主营业务（分产品）
过渡期发生额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全制程产品收入
单制程产品收入及其他加工服务
合计

3、

营业成本

902,412,715.35

631,443,638.02

76,771,436.19

67,020,787.89

979,184,151.54

698,464,425.91

主营业务（分地区）
过渡期发生额
地区名称
营业收入

内销

425,820,269.42

340,694,435.56

外销

553,363,882.12

357,769,990.35

979,184,151.54

698,464,425.91

合计

(二)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项目

过渡期发生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3,852,429.21

教育费附加

2,305,038.66

地方教育费附加

1,536,692.43

印花税

327,491.43
合计

(三)

8,021,651.73

销售费用
项目

过渡期发生额

运杂费

2,345,013.95

职工薪酬

4,050,456.20

差旅费

2,101,795.16

广告费

-2,333,438.91

业务招待费

691,787.95

物料消耗

96,441.58

办公费

30,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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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费

38,884.12

报关费

499,170.68

信用保险费

1,160,716.73

其他费用

2,640,260.20
合计

(四)

11,321,388.66

管理费用
项目

过渡期发生额

产品项目开发费

42,009,798.16

职工薪酬

17,017,922.60

差旅费

4,787,980.94

车辆费用

662,887.33

税费

483,659.03

招聘培训费

25,452.02

办公费

1,553,623.38

摊销费

279,929.05

折旧费

288,095.10

物料消耗

2,969,262.26

业务招待费

1,151,535.10

水电费

740,033.48

中介费

37,733.87

其他费用

5,757,720.92
合计

(五)

77,765,633.24

财务费用
类别

过渡期发生额

利息支出

4,348,568.82

减：利息收入

438,280.85

汇兑损益

-17,955,738.46

手续费及其他

-133,460.53
合计

(六)

-14,178,911.02

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

过渡期发生额

坏账损失

-9,362,223.69

存货跌价损失

26,509,781.35
合计

17,147,5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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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营业外收入
项目

过渡期发生额

政府补助

117,400.00

其他

44,468.63
合计

(八)

161,868.63

营业外支出
项目

过渡期发生额

其他

276,709.10
合计

(九)

276,709.10

所得税费用
项目

过渡期发生额

当期所得税费用

51,392,454.23

递延所得税调整

-7,875,312.26
合计

43,517,141.97

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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