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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函字[2017]第 ZF048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交易所对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晶电子”或“公司”）

的 2016 年年报问询函（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奉悉。对此，我们作了认真

研究，并根据年报问询函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年报问询函 “3、报告期，你公司计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合计金额为

1.47 亿元，占净利润的比例达到 909.85%，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

为 2,402.63 万元。请说明主要政府补助收到的时间、发放主体、发放原因、计

入当期损益的合规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并说明对于单笔大额政府补助

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答： 

1、主要政府补助收到的时间、发放主体、发放原因、计入当期损益的合规

性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政府补助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元 

发放原因 发放时间 补助文件文号 发放主体 发放金额 

计入本期 

损益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依据 

“年产 300

万 片 LED

用 蓝 宝 石

晶片项目” 

补助 

2012 年度 浙财企【2012】276 号 

浙江省 

财政厅 

5,000,000.00 3,833,333.33 

系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资产投入完毕后，按

资产折旧年限进行摊销。

由于公司经营战略调整，

将蓝宝石业务相关资产对

外转让。随着资产转移完

毕，同时该项目于 2016 年

度完成验收确认，公司

2016年度将剩余未摊销金

额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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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原因 发放时间 补助文件文号 发放主体 发放金额 

计入本期 

损益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依据 

“年产 40

万 片 高 亮

度、大功率

LED 芯 片

衬 底 材 料

技改项目”

补助 

2014 年度 浙发改【2014】32 号 

国家发展

改革委、

工业和信

息化部 

9,320,000.00 9,164,666.67 

系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资产投入完毕后，按

资产折旧年限进行摊销。

由于公司经营战略调整，

将蓝宝石业务相关资产对

外转让。随着资产转移完

毕，同时该项目于 2016 年

度完成验收确认，公司

2016年度将剩余未摊销金

额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东晶电子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房产税、土

地 使 用 税

减免 

2016 年度 - 

金华市地

方税务局 

3,835,175.86 3,835,175.86 

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于 2016 年度收到政府

补助时计入当期损益。 

“LED 图形

化蓝宝石衬

底制备技术

研发项目” 

补助 

2016 年度 浙财教【2015】173 号 

浙江省财

政厅 

1,130,000.00 1,130,000.00 

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于 2016 年度收到政府

补助时计入当期损益。 

合计 19,265,175.86 17,963,175.86  

占当期政府补助金额的比例 - 74.76%  

注：上表列示的主要政府补助系对公司当期损益影响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政府补助。 

针对影响公司报告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会计师通过获取政府补助文件、申请

文件、验收资料及银行收款单据等相关资料，对政府补助的归属期间和会计处理

进行查证。 

经查证，会计师认为公司对于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对于单笔大额政府补助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九章、9.2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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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三)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 

(四) 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公司对于上述单笔大额政府补助的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单位：元 

发放原因 发放时间 补助文件文号 发放主体 发放金额 披露标准 信息披露情况 

“年产 300

万 片 LED

用 蓝 宝 石

晶片项目” 

补助 

2012 年度 浙财企【2012】276 号 

浙江省 

财政厅 

5,000,000.00 

公司 2011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金额 547,986,553.95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5,619,311.98

元。公司 2011 年度

政府补助披露标准

为 561,931.20 元。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09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2053） 

“年产 40

万片高亮

度、大功率

LED 芯片

衬底材料

技改项目”

补助 

2014 年度 浙发改【2014】32 号 

国家发展

改革委、

工业和信

息化部 

9,320,000.00 

公司 2013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金额 578,690,980.35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31,895,653.05 元。公

司 2013 年度政府补

助披露标准为

3,189,565.31 元。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09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9） 

东 晶 电 子

2014 年度、

2016 年度  

金华市地

方税务局 

3,835,175.86 

公司 2015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未达到披露标准，无需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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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原因 发放时间 补助文件文号 发放主体 发放金额 披露标准 信息披露情况 

2015 年度

房产税、土

地 使 用 税

减免 

金额 442,694,586.07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274,685,790.29 元。

公司 2016 年度政府

补助披露标准为

27,468,579.03 元。 

“LED 图形

化蓝宝石衬

底制备技术

研发项目” 

补助 

2016 年度 浙财教【2015】173 号 

浙江省 

财政厅 

1,130,000.00 

公司 2015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金额 442,694,586.07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274,685,790.29 元。

公司 2016 年度政府

补助披露标准为

27,468,579.03 元。 

未达到披露标准，无需

披露” 

注： 

1、对公司当期损益影响金额小于 100 万元的政府补助中，影响当期损益金额为 888,888.84 元的“年产

6,600 万只小型宽温片式石英晶体高频谐振器产业化项目”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公司于 2008 年合计收到该

项目的补助款 800 万元，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公司于 2008 年 7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取得国家

项目资金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08022）； 

2、经自查，除上述表格及注 1 中的单笔大额政府补助外，其他计入公司 2016 年度损益的政府补助均

未达到披露标准，无需披露。 

经查证，会计师认为公司对计入 2016 年度损益的政府补助按照《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所述，经查证，会计师认为公司对于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且公司对计入 2016 年度损益的政府补助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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