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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审 计 报 告 

  

鲁瑞会业字[2017]第 0156 号 

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财

务报表，包括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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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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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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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

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山东瑞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柴磊 

中国·济南    中国注册会计师：徐京亭 

      二○一七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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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七、1 15,232,504.8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七、2 1,370,875.91                    

 预付款项 七、3 862,867.82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七、4 1,227,289.60                    

 存货 七、5 648,647.21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584,101.68                       

   流动资产合计 19,926,287.1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七、6 29,946,176.44                  

 在建工程 七、7 8,455,974.58                    

 工程物资 686,172.65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七、8 12,416,218.7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1,504,542.45                                                  

 资产总计  71,430,829.56                                                  

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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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七、9 1,906,941.71                           

 预收款项 七、10 3,367,225.46                           

 应付职工薪酬 252,835.28                              

 应交税费 七、11 1,065,217.4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2,352.38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604,572.3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6,604,572.30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七、12 6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15,335.6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444,899.10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七、13 3,666,022.47                           

股东权益合计 64,826,257.2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71,430,829.56                                                                   

资产负债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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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 2017.4.1-2017.6.30

 一、营业收入 七、14  18,748,929.54

     减：营业成本 七、14  11,793,648.11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84

           销售费用 七、15  1,295,864.24

           管理费用 七、16  777,925.88

           财务费用 七、17  -6,560.49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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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4,888,029.96

     加：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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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8,029.96

     减：所得税费用 七、18  1,222,007.4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666,022.47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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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净资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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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6,022.47

 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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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3,176,097.29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七、19 18,912.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195,010.1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413,141.3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32,140.3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6,811.8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七、19 1,532,059.0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634,15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七、20 6,560,857.6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328,352.71            

     投资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28,352.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8,352.7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七、20 15,232,504.8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七、20 15,232,504.89                                       

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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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60,000,000.00      715,335.69     444,899.10     3,666,022.47       64,826,257.26       

 （一）综合收益总额     3,666,022.47         3,666,022.47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60,000,000.00                60,000,000.00            

 1、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60,000,000.00       60,000,000.00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股东权益的金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股东的分配   

 4、其他   

 （四）股东权益内部结转       715,335.69                 715,335.69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715,335.69            715,335.69  

 （五）专项储备          444,899.10              444,899.10            

 1、本期提取   574,978.59            574,978.59  

 2、本期使用   130,079.49            130,079.49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60,000,000.00      715,335.69     444,899.10     3,666,022.47       64,826,257.26            

 未分配
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
计

 减：库存

股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其他综
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专项储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项          目

2017.4.1-2017.6.30 期初余额

 实收资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其他综
合收益

 专项储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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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6 月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公司基本情况 

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系由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出资组建，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327MA287DH340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2017 年 6 月 29 日公司已认缴实

收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其中实物出资 5000 万元，货币出资 1000 万元，法定代

表人：陈熙国；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7 年 6 月 6 日-2039 年 2 月 10 日。 

本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管道燃气投资、建设、运营，管道及配件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

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发布、财政部令第 76 号修

订）、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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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披露规定

编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及 2017 年 4 月 1 日-6 月 30 日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

信息。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会计期间 

本公司的会计期间分为年度，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

起至 12 月 31 日止。 

利润表期间为 2017 年 4 月 1 日-6 月 30 日。 

2、记账本位币 

人民币为本公司及境内子公司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本公司及境内

子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本公司编制本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3、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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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除某些金

融工具外，本财务报表均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

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库存现金、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以及本公司持

有的期限短（一般为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

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5、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1）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对存在下列客观证据表明

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①债务人发生严重的财务困难；②债务人违反

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③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

务重组；④其他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客观依据。 

（2）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本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

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项测试已

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

减值测试。 

②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定依据、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A．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以及金额重大但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按信

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组。这些信用风险通常反映债务人按

照该等资产的合同条款偿还所有到期金额的能力，并且与被检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

测算相关。 

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 

除关联方组合及单项金额重大并已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

项及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外，其余

应收账款按账龄划分组合 

[组合 2] 接受同一方控制的关联方划分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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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按组合方式实施减值测试时，坏账准备金额系根据应收款项组合结构及类似信用

风险特征（债务人根据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力）按历史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与

预计应收款项组合中已经存在的损失评估确定。 

不同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项目 计提方法 

[组合 1]：账龄分析法 按账龄分析法 

[组合 2]：关联方组合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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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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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坏账准备。 

（3）坏账准备的转回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

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6、存货 

（1）存货的分类 

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库存商品、工程施工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领用和发出时按加权平均法计价。 

（3）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和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

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



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11 

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提取。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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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

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4）存货的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5）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于领用时按一次摊销法摊销。 

7、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 

若某项非流动资产在其当前状况下仅根据出售此类资产的惯常条款即可立即出

售，本公司已就处置该项非流动资产作出决议，已经与受让方签订了不可撤销的转让

协议，且该项转让将在一年内完成，则该非流动资产作为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核算，

自划分为持有待售之日起不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按照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孰低计量。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包括单项资产和处置组。如果处置组

是一个《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所定义的资产组，并且按照该准则的规

定将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商誉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者该处置组是资产组中的一项经营，

则该处置组包括企业合并中所形成的商誉。 

被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单项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中的资产，在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

产部分单独列报；被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的与转让资产相关的负债，在资产负

债表的流动负债部分单独列报。 

某项资产或处置组被划归为持有待售，但后来不再满足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的

确认条件，本公司停止将其划归为持有待售，并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中较低者进行计量：

（1）该资产或处置组被划归为持有待售之前的账面价值，按照其假定在没有被划归

为持有待售的情况下原应确认的折旧、摊销或减值进行调整后的金额；（2）决定不

再出售之日的可收回金额。 

8、长期股权投资 

本部分所指的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

股权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核算。 

共同控制，是指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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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是指本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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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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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投资成本的确定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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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以发行权

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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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

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资

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取得同一控制下被

合并方的股权，最终形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应分别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进

行处理：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

理。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在合并日按照应享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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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

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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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

益。合并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或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确认的其

他综合收益，暂不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购买日按照合并成本作为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合并成本包括包括购买方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

负债、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之和。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取得被购买方的股权，

最终形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应分别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进行处理：属

于“一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不属于

“一揽子交易”的，按照原持有被购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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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原持有的股权采用权益法核算

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暂不进行会计处理。原持有股权投资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

入当期损益。 

合并方或购买方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

他相关管理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除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外的其他股权投资，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该成

本视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方式的不同，分别按照本公司实际支付的现金购买价款、本公

司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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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或原账面价值、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自身的公允价值等方式确

定。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也计入投资成本。对

于因追加投资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长期

股权投资成本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原持有

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 

（2）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构成共同经营者除外）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权益法核算。此外，公司财务报表采用成本法核算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

长期股权投资。 

①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成本法核算时，长期股权投资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追加或收回投资调整长

期股权投资的成本。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者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

放的现金股利或者利润外，当期投资收益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

利润确认。 

②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长期股权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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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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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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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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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被投资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与本

公司不一致的，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并据以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对于本公司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

交易，投出或出售的资产不构成业务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享有的比例计算归

属于本公司的部分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但本公司与被投资单位发生

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属于所转让资产减值损失的，不予以抵销。本公司向合营企

业或联营企业投出的资产构成业务的，投资方因此取得长期股权投资但未取得控制权

的，以投出业务的公允价值作为新增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与

投出业务的账面价值之差，全额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向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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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构成业务的，取得的对价与业务的账面价值之差，全额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自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购入的资产构成业务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

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全额确认与交易相关的利得或损失。 

在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时，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和其他实

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此外，如本公司对被投资单

位负有承担额外损失的义务，则按预计承担的义务确认预计负债，计入当期投资损失。

被投资单位以后期间实现净利润的，本公司在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

恢复确认收益分享额。 

对于本公司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之前已经持有的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

权投资，如存在与该投资相关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按原剩余期限直线摊销的金额计

入当期损益。 

③收购少数股权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增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

例计算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

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④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计入股东权益。 

其他情形下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对于处置的股权，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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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租的建筑物等。投资

性房地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与该资产有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其成本能可靠地计量，则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成本。其他后续

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

时，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

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计入当期损益。 

10、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

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

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才予以确认。固定资产按成本并考虑预计弃置费用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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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进行初始计量。 

（2）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法在使用寿命内计提折

旧。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平均年限法 10-50 3 97 

通用设备 平均年限法 5-6 3 97 

运输工具 平均年限法 6 3 97 

专用设备 平均年限法 10-30 3 97 

预计净残值是指假定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已满并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

态，本公司目前从该项资产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3）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详见附注四、15“长期资产减值”。 

（4）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及计价方法 

融资租赁为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其所有权

最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采用与自有固定资产

一致的政策计提租赁资产折旧。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

租赁资产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

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使用寿命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5）其他说明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其

成本能可靠地计量，则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并终止确认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除此

以外的其他后续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当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或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

该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

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至少于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

如发生改变则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11、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成本按实际工程支出确定，包括在建期间发生的各项工程支出、工程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等。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后结转为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的减值测试方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详见附注四、15“长期资产减值”。 

12、借款费用 



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16 

借款费用包括借款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

汇兑差额等。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借款费用，在资

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

的购建或生产活动已经开始时，开始资本化；构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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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停止资本化。其余借款费用在发生当期确认

为费用。 

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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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资本化；一般借款根据累计资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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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定资本化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资本化期间内，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兑差额全部予以资本化；外币一般借款的汇兑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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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如果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并且中断时间

连续超过 3 个月的，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直至资产的购建或生产活动重新开始。 

13、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本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无形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与无形资产有关的支出，如果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本能可靠地计量，则计入无形资产成本。除此以外的其他项目

的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作为无形资产核算。自行开发建造厂房等建筑物，相关的

土地使用权支出和建筑物建造成本则分别作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核算。如为外购的

房屋及建筑物，则将有关价款在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之间进行分配，难以合理分配的，

全部作为固定资产处理。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使用时起，对其原值减去预计净残值和已计提的

减值准备累计金额在其预计使用寿命内采用直线法分期平均摊销。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无形资产不予摊销。 

 期末，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如发生变

更则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此外，还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

复核，如果有证据表明该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是可预见的，则估计其

使用寿命并按照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政策进行摊销。 

（2）研究与开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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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满足下述条件的开

发阶段的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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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3）无形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无形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详见附注四、15“长期资产减值”。 

14、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为已经发生但应由报告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一年以上的

各项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在预计受益期间按直线法摊销。 

15、长期资产减值 

对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及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非金融资产，本公

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进行减值测试。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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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

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

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则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

值。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

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

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

的金额加以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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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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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

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

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

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

资产的账面价值。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16、职工薪酬 

本公司职工薪酬主要包括短期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以及其他长期职

工福利。其中： 

短期薪酬主要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生育保

险费、工伤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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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

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其中非货币性福利按公允价值计量。 

离职后福利主要包括设定提存计划。其中设定提存计划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以及年金等，相应的应缴存金额于发生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在

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提出给

予补偿的建议，在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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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公司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两者孰早日，确认辞

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但辞退福利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

十二个月不能完全支付的，按照其他长期职工薪酬处理。 

职工内部退休计划采用上述辞退福利相同的原则处理。本公司将自职工停止提供

服务日至正常退休日的期间拟支付的内退人员工资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在符合预

计负债确认条件时，计入当期损益（辞退福利）。 

本公司向职工提供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符合设定提存计划的，按照设定提存计

划进行会计处理，除此之外按照设定收益计划进行会计处理。 

17、预计负债 

当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确认为预计负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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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义务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 

在资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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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对预计负债进行计量。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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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确认的补偿金额不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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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收入 

（1）商品销售收入 

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

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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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 

（2）提供劳务收入 

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完工百分比

法确认提供的劳务收入。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

比例确定。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①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②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③交易的完工程度能够可靠地确定；④交易中已

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如果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则按已经发生并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的劳务收入，并将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作为当期费用。已经发生

的劳务成本如预计不能得到补偿的，则不确认收入。 

本公司与其他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包括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时，如销售商品部

分和提供劳务部分能够区分并单独计量的，将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分别处理；

如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虽能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将该

合同全部作为销售商品处理。 

（3）使用费收入 

根据有关合同或协议，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4）利息收入 

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19、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1）当期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以按照税

法规定计算的预期应交纳（或返还）的所得税金额计量。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所依据

的应纳税所得额系根据有关税法规定对本期间税前会计利润作相应调整后计算得出。 

（2）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某些资产、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以及未作为资产和负

债确认但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项目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

产生的暂时性差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与商誉的初始确认有关，以及与既不是企业合并、发生时也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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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有关的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此外，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如果本公司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而且

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也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除上述例外情况，本公司确认其他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与既不是企业合并、发生时也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有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不予确认有关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此外，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如果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是很可能转回，或者未来不是很可能获得用来

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除上述例

外情况，本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

其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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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税法规定，按照预

期收回相关资产或清偿相关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 

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很可能无法

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账面价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额予以转回。 

（3）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除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或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交易和事项相关的当期所得税和递

延所得税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或股东权益，以及企业合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调整商誉的

账面价值外，其余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4）所得税的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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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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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20、租赁 

融资租赁为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其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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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为经营租赁。 

（1）本公司作为承租人记录经营租赁业务 

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

益。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本公司作为出租人记录经营租赁业务 

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入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确认为当期损益。对金额较

大的初始直接费用于发生时予以资本化，在整个租赁期间内按照与确认租金收入相同

的基础分期计入当期损益；其他金额较小的初始直接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或

有租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本公司作为承租人记录融资租赁业务 

于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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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此外，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可归

属于租赁项目的初始直接费用也计入租入资产价值。最低租赁付款额扣除未确认融资

费用后的余额分别长期负债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列示。 

未确认融资费用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或有租金

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4）本公司作为出租人记录融资租赁业务 

于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

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

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应收融资租赁款扣除未实

现融资收益后的余额分别长期债权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列示。 

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收入。或有租金

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1、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 

本公司在运用会计政策过程中，由于经营活动内在的不确定性，本公司需要对无

法准确计量的报表项目的账面价值进行判断、估计和假设。这些判断、估计和假设是

基于本公司管理层过去的历史经验，并在考虑其他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这些判

断、估计和假设会影响收入、费用、资产和负债的报告金额以及资产负债表日或有负

债的披露。然而，这些估计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实际结果可能与本公司管理层当前的

估计存在差异，进而造成对未来受影响的资产或负债的账面金额进行重大调整。 

本公司对前述判断、估计和假设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定期复核，会计估计的

变更仅影响变更当期的，其影响数在变更当期予以确认；既影响变更当期又影响未来

期间的，其影响数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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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需对财务报表项目金额进行判断、估计和假设的重要领

域如下： 

（1）租赁的归类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规定，将租赁归类为经营租赁和

融资租赁，在进行归类时，管理层需要对是否已将与租出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

和报酬实质上转移给承租人，或者本公司是否已经实质上承担与租入资产所有权有关

的全部风险和报酬，作出分析和判断。 

（2）坏账准备计提 

本公司根据应收款项的会计政策，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应收账款减值是基

于评估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鉴定应收账款减值要求管理层的判断和估计。实际的结

果与原先估计的差异将在估计被改变的期间影响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及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的计提或转回。 

（3）存货跌价准备 

本公司根据存货会计政策，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

净值及陈旧和滞销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减值至可变现净值是基于评估存

货的可售性及其可变现净值。鉴定存货减值要求管理层在取得确凿证据，并且考虑持

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和估计。实际的

结果与原先估计的差异将在估计被改变的期间影响存货的账面价值及存货跌价准备的

计提或转回。 

（4）折旧和摊销 

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在考虑其残值后，在使用寿命内按

直线法计提折旧和摊销。本公司定期复核使用寿命，以决定将计入每个报告期的折旧

和摊销费用数额。使用寿命是本公司根据对同类资产的以往经验并结合预期的技术更

新而确定的。如果以前的估计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在未来期间对折旧和摊销费用进行

调整。 

（5）所得税 

本公司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有部分交易其最终的税务处理和计算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部分项目是否能够在税前列支需要税收主管机关的审批。如果这些税务事项

的最终认定结果同最初估计的金额存在差异，则该差异将对其最终认定期间的当期所

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产生影响。 

（6）公允价值计量 

本公司的某些资产和负债在财务报表中按公允价值计量。本公司的董事会已成立

估价委员会（该估价委员会由本公司的首席财务官领导），以便为公允价值计量确定适

当的估值技术和输入值。在对某项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作出估计时，本公司采用可



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23 

获得的可观察市场数据。如果无法获得第一层次输入值，本公司会聘用第三方有资质

的评估师来执行估价。估价委员会与有资质的外部估价师紧密合作，以确定适当的估

值技术和相关模型的输入值。首席财务官每季度向本公司董事会呈报估价委员会的发

现，以说明导致相关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发生波动的原因。 

 

五、税项 

1、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具体税率情况 

增值税 
应税收入按13%的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

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7%计缴。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25%计缴。 

2、税收优惠及批文 

 本公司无税收优惠及批文 

  

六、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1、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 2017 年 4 月 1 日-6 月 30 日无应披露的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 2017 年 4 月 1 日-6 月 30 日无应披露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重要前期差错更正 

本公司 2017 年 4 月 1 日-6 月 30 日无应披露的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七、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以下注释项目除特别注明之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期初”指 2017 年 4 月 1 日，

“期末”指 2017 年 6 月 30 日。 

1、货币资金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库存现金 288.00  

银行存款 15,232,216.89  

合计 15,232,504.89  

2、应收账款 

（1）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类别 期末余额 



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24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 1：按关联方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款项 
1,370,875.91 100.00   1,370,875.91 

合计 1,370,875.91 100.00   1,370,875.91 

①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工业用气 1,236,475.91  1 年以内   

商业用气 132,900.00  
1 年以内 

  

设备配套费 1,500.00  
1 年以内 

  

合计 1,370,875.91     

（2）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温州市康尔微晶器皿有限公司 503,931.00 

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5,299.50 

浙江金燕印业有限公司 218,398.50 

温州荣德锻造有限公司 211,044.40 

苍南县迪拜沐浴休闲有限公司 63,425.00 

合计 1,242,098.40 

3、预付款项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862,867.82 100.00   

合计 862,867.82 100.00   

（2）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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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账款汇总金额为 839,000.00 元，占预付账款期末

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 97.23%。 

4、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分类披露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应收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应收款 
     

组合 1：按关联方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应收款 
1,227,289.60 100.00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合计 1,227,289.60 100.00    

组合中，采用组合 1 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组合名称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1,224,289.60   

张洋洋       3,000.00   

合计 1,227,289.60    

（2）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年末余

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

公司 
内部往来 1,224,289.60 1 年以内 99.76  

张洋洋 员工借款 3,000.00 1 年以内 0.24  

合计  1,227,289.60  100.00  

5、存货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工程施工 470,777.57  470,7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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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存商品 177,869.64  177,869.64 

合计 648,647.21  648,647.21 

6、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值税留抵 584,101.68  

合计 584,101.68  

6、固定资产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期末余额 

一、账面原值合计  30,486,222.39 900.00 30,485,322.39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493,832.80  493,832.80 

  通用设备  2,670,443.04  2,670,443.04 

  专用设备  25,639,289.83  25,639,289.83 

  运输工具  1,527,250.00  1,527,250.00 

其他  155,406.72 900.00 154,506.72 

二、累计折旧合计  539,145.95  539,145.95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5,614.65  5,614.65 

  通用设备  55,124.19  55,124.19 

  专用设备  239,570.46  239,570.46 

  运输工具  222,173.46  222,173.46 

其他  16,663.19  16,663.19 

三、账面净值合计    29,946,176.44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488,218.15 

  通用设备    2,615,318.85 

  专用设备    25,399,719.37 

  运输工具    1,305,076.54 

其他    137,843.53 

四、减值准备合计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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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期末余额 

其他     

五、账面价值合计    29,946,176.44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488,218.15 

  通用设备    2,615,318.85 

  专用设备    25,399,719.37 

  运输工具    1,305,076.54 

其他    137,843.53 

7、在建工程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金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金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新城大道 67,671.32  67,671.32    

世纪大道 504,375.88  504,375.88    

新城滨海大道 142,297.44  142,297.44    

龙金大道 1,318.31  1,318.31    

万宝路 8,835.94  8,835.94    

世纪大道至振华

钢业 24,126.64 
 

24,126.64 
   

办公大楼 7,689,270.93  7,689,270.93    

气化站输电线路 2,500.00  2,500.00    

待摊支出 15,578.12  15,578.12    

合计 8,455,974.58  8,455,974.58    

8、工程物资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工程材料及设备 686,172.65  

合计 686,172.65  

9、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情况 

项目 土地使用权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2,416,218.78 12,416,218.78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2,416,218.78 12,416,218.78 

（1）股东投入 12,416,218.78 12,416,2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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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土地使用权 合计 

3、本期减少金额   

4、期末余额 12,416,218.78 12,416,218.78 

二、累计摊销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4、期末余额   

三、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12,416,218.78 12,416,218.78 

2、期初账面价值   

（2）土地使用权情况 

项目 账面价值 产权证书过户情况 

龙港镇新兰村.龙金大道以东.白河路以南 12,416,218.78  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 

注：土地使用权证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办理。 

10、应付账款 

（1）应付账款账龄情况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1,906,941.71  

合计 1,906,941.71  

（2）重要的应付账款列示 

债权单位名称 所欠金额 账龄 未偿还原因 

中燃宏大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1,008,246.40 1 年以内 尚未结算 

工程物资暂估 294,163.40 1 年以内 尚未结算 

广州新钢管道建设有限公司 294,001.89 1 年以内 尚未结算 

浙江鑫琦管业有限公司 108,048.00 1 年以内 尚未结算 

丽水市华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4,020.00 1 年以内 尚未结算 

合计 1,798,479.69   

11、预收款项 

（1）预收账款账龄情况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3,367,2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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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合计 3,367,225.46  

（2）重要的预收款项列示 

债权单位名称 所欠金额 账龄 未偿还原因 

苍南县龙港镇新农村投资有限公司 854,600.00 1 年以内 尚未结算 

温州银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91,020.00 1 年以内 尚未结算 

客苍南县鑫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83,040.00 1 年以内 尚未结算 

温龙集团有限公司 130,000.00 1 年以内 尚未结算 

合计 1,758,660.00   

12、应付职工薪酬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工资 114,624.97  

   社会保险费 26,395.80  

   住房公积金 80,220.00  

   工会经费 14,886.45  

   职工教育经费 16,708.06  

合计 252,835.28  

13、应交税费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企业所得税 1,053,521.60  

印花税 11,695.87  

合计 1,065,217.47  

14、其他应付款 

（1）其他应付款账龄情况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12,352.38  

合计 12,352.38  

（2）其他应付款列示 

项目 所欠金额 性质或内容 

养老保险 8,528.00 社会保险费 

医疗保险 2,337.00 社会保险费 

失业保险 533.00 社会保险费 

个人所得税 954.38 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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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所欠金额 性质或内容 

合计 12,352.38  

15、实收资本 

投资者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持股比例% 

温州港耀天然气有

限公司 
 60,000,000.00  60,000,000.00 100.00 

合计  60,000,000.00  60,000,000.00 100.00 

注：1、2017 年 3 月 10 日，温州瓯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投入的固定

资产及工程物资进行评估，出具[温瓯江评报字[2017]第 041 号]评估报告，评估值为 30,220,083.28

元； 

2、2017 年 6 月 12 日，温州瓯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投入的在建工

程及无形资产进行评估，出具[温瓯江评报字[2017]第 104 号]评估报告，评估值为 20,495,139.00

元。 

3、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29 日，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实缴实收资本 6000 万元，其中

实物出资 5000 万元，货币出资 1000 万元，投入实物资产大于实收资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71.53

万元。 

16、资本公积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①资本溢价 715,335.69  

②其他资本公积   

③原制度资本公积转入   

合计 715,335.69  

17、专项储备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安全储备 444,899.10  

合计 444,899.10  

18、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调整前上年末未分配利润   

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调整后年初未分配利润   

加：本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66,022.47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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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年末未分配利润 3,666,022.47  

19、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项目 
2017.4.1-2017.6.30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6,487,395.14 10,910,340.22 

其他业务 2,261,534.40 883,307.89 

合计 18,748,929.54 11,793,648.11 

20、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 2017.4.1-2017.6.30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92 

   教育费附加 6.55 

   地方教育费附加 4.37 

合计 21.84 

21、销售费用 

项目 2017.4.1-2017.6.30 

工资 234,116.73 

福利费 3,137.77 

工会经费 4,486.30 

职工教育经费 5,416.66 

社会保险费 61,967.00 

住房公积金 47,368.00 

广告宣传费 6,884.91 

业务推广费 30,393.79 

业务招待费 25,593.90 

差旅费 9,693.90 

办公费 10,033.75 

车杂费 202.08 

电信费 5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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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4.1-2017.6.30 

修理费 1,146.67 

租赁费 55,911.36 

折旧费 265,113.55 

燃油费 4,096.77 

安全储备 529,747.90 

合计 1,295,864.24 

22、管理费用 

项目 2017.4.1-2017.6.30 

工资 119,735.74 

福利费 53,049.11 

工会经费 2,608.69 

职工教育经费 3,260.88 

住房公积金 26,740.00 

社会保险费 22,806.00 

差旅费 54,652.11 

办公费 19,694.40 

业务招待费 143,662.20 

市内交通费 955.80 

电信费 5,316.59 

修理费 1,922.56 

低值易耗品摊销 84.00 

燃油费 17,741.86 

车杂费 2,925.92 

财产保险费 18,336.81 

折旧费 223,172.34 

税金 61,260.87 

合计 777,925.88 

23、财务费用 

项目 2017.4.1-2017.6.30 

减：利息收入 11,209.11 

银行手续费 4,648.62 

合计 -6,56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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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所得税费用 

项目 2017.4.1-2017.6.30 

当期所得税费用 1,222,007.49 

合计 1,222,007.49 

26、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3,666,022.47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539,145.95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

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48,647.21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045,135.01  

其他 444,899.1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6,604,57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60,857.60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5,232,504.89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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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232,504.89  

（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现金 288.00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15,232,216.89  

八、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

公司的持股

比例（%） 

母公司对本公

司的表决权比

例（%） 

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温州市 管道燃气运营等 10,000,000.00 100.00 100.00 

说明：本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为陈熙国、林钦华、郑一平。 

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1,224,289.60    

合计 1,224,289.60    

九、或有事项 

截止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十、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止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 

截止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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