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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财务报表所载财务信息的会计期间为

2017 年 1月 1日起至 2017年 10月 31日止。 

(三) 营业周期 

公司经营业务的营业周期较短，以 12个月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四) 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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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示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是指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

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六) 金融工具 

1.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在初始确认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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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两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 

2.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依据、计量方法和终止确认条件 

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

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公司按照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且不扣除将来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可能发生

的交易费用，但下列情况除外：(1) 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

按摊余成本计量；(2)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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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对金融负债进行后续计量，但下列情况除外：(1) 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不扣除将来结清金

融负债时可能发生的交易费用；(2) 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

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负债，按照成本计量；(3) 不属于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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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或没有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并将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在初始确认后按照下

列两项金额之中的较高者进行后续计量：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确

定的金额；2) 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原则确定的累积

摊销额后的余额。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与套期保值有关外，按照如下

方法处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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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

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在资产持有期间所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

认为投资收益；处置时，将实际收到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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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持有

期间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计入投资收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股利，于被投

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入投资收益；处置时，将实际收到的金额与账面价值扣除原直接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后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或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

险和报酬已转移时，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解除时，相应

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

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继续确认所转移的金融资产，并

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1) 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

产；(2) 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

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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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 

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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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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相

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公司将估值技术使用的输入值分以下层级，并依次使用： 

(1)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

报价； 

(2) 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

值，包括：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

除报价以外的其他可观察输入值，如在正常报价间隔期间可观察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线等；市

场验证的输入值等； 

(3) 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包括不能直接观察或无法由

可观察市场数据验证的利率、股票波动率、企业合并中承担的弃置义务的未来现金流量、使

用自身数据作出的财务预测等。 

5. 金融资产的减值测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1) 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

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2) 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先将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区分开来，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

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

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

减值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账面价值高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差

额确认减值损失。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 表明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 

① 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② 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 

③ 公司出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 

④ 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⑤ 因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该债务工具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⑥ 其他表明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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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

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以及被投资单位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使公司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单独进行检查。对于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权益工具投资，若其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超过 50.00%(含 50.00%)或

低于其成本持续时间超过 12个月(含 12个月)的，则表明其发生减值；若其于资产负债表日

的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超过 20.00%(含 20.00%)但尚未达到 50.00%的，或低于其成本持续时

间超过 6个月(含 6个月)但未超过 12个月的，本公司会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诸如价格

波动率等，判断该权益工具投资是否发生减值。对于以成本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公司综合

考虑被投资单位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判断该

权益工具是否发生减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

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并计入减值损失。对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

资，在期后公允价值回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

失予以转回并计入当期损益。对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期后公允价值回

升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发生减值时，将该权益工具投资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类

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发生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予转回。 

(七) 应收款项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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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金额为 800万元(含 800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1) 确定组合的依据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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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且不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与经

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一起按账龄特征划分为若

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具有类似信

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

时情况确定本期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据此计算

本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关联方款项组合 关联方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关联方款项组合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 账龄分析法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6个月(含，下同) 1.00 1.00 

7-12个月 5.00 5.00 

1-2年 30.00 30.00 

2-3年 50.00 5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公司搜集的信息证明该债务人已经出现资不抵债、濒临破

产、债务重组、兼并收购等情形，影响该债务人正常履行

信用义务的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

准备。 

对应收票据、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其他应收款项，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八) 存货 

1. 存货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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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包括在开发经营过程中为出售或耗用而持有的开发用土地、开发产品、意图出售而

暂时出租的开发产品、周转房、库存材料、库存设备和低值易耗品等，以及在开发过程中的

开发成本。 

2. 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1) 发出材料、设备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2) 项目开发时，开发用土地按开发产品占地面积计算分摊计入项目的开发成本。 

(3) 发出开发产品按按建筑面积平均法核算。 

(4) 意图出售而暂时出租的开发产品和周转房按公司同类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分

期平均摊销。 

(5) 如果公共配套设施早于有关开发产品完工的，在公共配套设施完工决算后，按有关

开发项目的建筑面积分配计入有关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如果公共配套设施晚于有关开发产

品完工的，则先由有关开发产品预提公共配套设施费，待公共配套设施完工决算后再按实际

发生数与预提数之间的差额调整有关开发产品成本。 

3.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存货类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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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

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

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4. 存货的盘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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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低值易耗品 

按照一次摊销法进行摊销。 

(2) 包装物 

按照一次摊销法进行摊销。 

(九)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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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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限超过一个会

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

认。 

2.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类  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9-18 3.00-5.00 5.28-10.78 

运输工具 年限平均法 6-10 3.00-5.00 9.50-16.17 

电子设备 年限平均法 6-13 3.00-5.00 7.31-16.17 

其他设备 年限平均法 6-13 3.00-5.00 7.31-16.17 

(十) 借款费用 

1.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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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2.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1)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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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款费

用已经发生；3) 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

始。 

(2) 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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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中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当期费用，直至资

产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 

(3) 当所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

用停止资本化。 

3. 借款费用资本化率以及资本化金额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

利息费用(包括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的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减去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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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

额；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占用了一般借款的，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

借款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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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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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职工薪酬 

1. 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2. 短期薪酬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职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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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离职后福利分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 

(1) 在职工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

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2) 对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通常包括下列步骤： 

1) 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采用无偏且相互一致的精算假设对有关人口统计变量和

财务变量等作出估计，计量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并确定相关义务的所属期间。同时，

对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予以折现，以确定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和当期服务成本； 

2) 设定受益计划存在资产的，将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减去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

值所形成的赤字或盈余确认为一项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设定受益计划存在盈余的，

以设定受益计划的盈余和资产上限两项的孰低者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 

3) 期末，将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确认为服务成本、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

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以及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等三部分，其

中服务成本和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重新

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且在后续会计期间不

允许转回至损益，但可以在权益范围内转移这些在其他综合收益确认的金额。 

4. 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向职工提供的辞退福利，在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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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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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 

5.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向职工提供的其他长期福利，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按照设定提存计划的有关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除此之外的其他长期福利，按照设定受益计划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为

简化相关会计处理，将其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确认为服务成本、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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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以及重新计量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等组成项

目的总净额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十二) 维修基金核算方法 

根据开发项目所在地的有关规定，维修基金在开发产品销售(预售)时，向购房人收取或

由公司计提计入有关开发产品的开发成本，并统一上缴维修基金管理部门。 

(十三) 质量保证金核算方法 

质量保证金根据施工合同规定从施工单位工程款中预留。在开发产品保修期内发生的维

修费，冲减质量保证金；在开发产品约定的保修期届满，质量保证金余额退还施工单位。 

(十四) 收入 

1. 房地产销售收入 

在开发产品已经完工并验收合格，签订了销售合同并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在同时满

足开发产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

续管理权和对已售出的开发产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2. 提供劳务 

物业管理在物业管理服务已经提供，与物业管理服务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与

物业管理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物业管理收入的实现。 

3. 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时，确

认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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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物业出租按租赁合同、协议约定的承租日期与租金额，在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

确认出租物业收入的实现。 

4. 其他业务收入 

根据相关合同、协议的约定，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与收入相关的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其他业务收入的实现。 

(十五) 政府补助 

1.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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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与资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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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

入当期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

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

损益。 

2.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

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

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 

3. 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费用。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十六)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1. 根据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

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数之间的差额)，按照预期收回

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算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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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日，有确凿证据表明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确认以前会计期间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3. 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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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回减记的金额。 

4. 公司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

情况产生的所得税：(1) 企业合并；(2) 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 

(十七) 经营租赁 

公司为承租人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将租金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确认为当

期损益，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为出租人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将租金确认为当期损益，发生的初始

直接费用，除金额较大的予以资本化并分期计入损益外，均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在

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十八)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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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四、税项 –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  种 计 税 依 据 税  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5.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7.00 

土地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3.00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3.00 

地方教育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2.00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00 

 

五、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说明：本财务报表附注的期初数指 2017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数，期末数指 2017 年 10

月 31日财务报表数，本期指 2017年 1-10月期间，上年指 2016年度。 

(一) 资产负债表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银行存款 51,775,870.59  42,437,497.44  

其他货币资金 502,099.60 2,100,012.50 

合  计 52,277,970.19 44,537,509.94  

(2) 其他说明 

受限制的货币资金明细如下：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贷款保证金 502,099.60 2,100,012.50 

   小  计 502,099.60 2,100,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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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付款项 

(1) 账龄分析 

账  龄 
期末数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含 1年，下同) 15,454,754.28  99.68   15,454,754.28  

1-2年 10,234.00  0.07   10,234.00  

2-3年 38,000.00  0.25   38,000.00  

合  计 15,502,988.28 --  15,502,988.28 

(续上表) 

账  龄 
期初数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含 1年，下同) 40,969,150.25 99.91  40,969,150.25 

1-2年 38,000.00 0.09  38,000.00 

2-3年     

合  计 41,007,150.25 --  41,007,150.25 

(2) 预付款项金额前五名情况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占预付款项余额的比例(%)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538,740.31  93.78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 701,306.45  4.52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 105,813.06 0.68 

深圳市中电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9,000.00  0.51 

长沙市高新区市政园林环卫有限公司 39,234.00  0.25 

小  计 15,464,093.82 -- 

 

3. 其他应收款 

(1) 明细情况 

1) 类别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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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75,222,473.62 100.00 2,026.09 0.01  175,220,447.53 

合  计 175,222,473.62 -- 2,026.09 -- 175,220,447.53 

(续上表) 

种  类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13,640,864.53  100.00      213,640,864.53  

合  计 213,640,864.53  --   -- 213,640,864.53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①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账  龄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6 个月以内(含 6 个月，下同) 177,609.30  1,776.09  1.00 

7-12 个月 5,000.00  250.00  5.00 

小  计 182,609.30 2,026.09 -- 

② 组合中，采用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关联方款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项  目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关联方款项 175,039,864.32   

小  计 175,039,864.32  -- 

(2) 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2,026.09元。 

(3) 其他应收款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款项性质 期末数 期初数 

关联方应收款项 175,039,864.32 213,640,864.53  

其他 182,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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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性质 期末数 期初数 

合  计 175,222,473.62 213,640,864.53  

(4) 重要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余额的比例(%) 

坏账准备 

是否为 

关联方 

五矿资本股份

有限公司 

往来款 175,039,864.32 6 个月以内 99.90   是 

小  计 -- 175,039,864.32 -- --   -- 

 

4. 存货 

(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开发成本 156,686,038.32  156,686,038.32 63,991,209.98   63,991,209.98  

开发产品 49,615,026.58    49,615,026.58  75,872,822.67  75,872,822.67 

合  计 206,301,064.90  206,301,064.90 139,864,032.65   139,864,032.65  

(2) 其他说明 

1) 借款费用资本化情况 

存货期末数中含有的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为 19,089,963.46，本期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

为 6,193,626.05元。 

2) 其他情况 

金瑞麓谷科技产业园项目分为二期，一期已经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竣工，二期处于开

发中，预计竣工时间为 2017年 12月 31日。 

(3) 存货 - 开发成本 

项目名称 开工时间 预计竣工时间 预计总投资 期初数 期末数 

金瑞麓谷科技

产业园二期 

2014/12/20 2017/12/31 172,791,567.00 63,991,209.98 156,686,038.32 

小  计 -- -- 172,791,567.00 63,991,209.98 156,686,038.32 

(4) 存货 - 开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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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竣工时间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金瑞麓谷科技

产业园一期 

2016/1/22 75,872,822.67  26,257,796.09  49,615,026.58   

小  计 -- 75,872,822.67  26,257,796.09  49,615,026.58   

 

5. 其他流动资产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预缴营业税 164,485.31 257,330.79 

预缴城建税 136,207.54  

预缴教育费附加 97,291.09  

预缴土地增值税 1,852,537.41  

待抵扣进项税 6,902,227.28 1,539,949.37 

预缴增值税 811,567.53  

预缴所得税 1,292,697.88  

合  计 11,257,014.04 1,797,280.16 

 

6. 固定资产 

项  目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电子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账面原值 

期初数  310,180.00  407,317.23  200,140.00  917,637.23  

本期增加金额 239,948.71 

 

40,148.96 

 

280,097.67 

(1) 购置 239,948.71 

 

40,148.96 

 

280,097.67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数 239,948.71 310,180.00  447,466.19  200,140.00  1,197,734.90 

累计折旧 

期初数  27,916.20  113,511.77  60,110.60  201,538.57 

本期增加金额 1,607.65  31,018.00  42,757.11  20,014.00  95,396.76 

(1) 计提 1,607.65  31,018.00  42,757.11  20,014.00  95,396.76 

本期减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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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电子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期末数 1,607.65  58,934.20  156,268.88  80,124.60  296,935.33 

账面价值 

期末账面价值 238,341.06  251,245.80  291,197.31  120,015.40  900,799.57 

期初账面价值  282,263.80  293,805.46  140,029.40  716,098.66  

 

7.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 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递延 

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递延 

所得税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2,026.09 506.52   

  合  计 2,026.09 506.52   

 

8. 短期借款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信用借款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合  计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注：期末短期借款系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交通银行贷款给本公司的款项。 

 

9. 应付账款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计提的土地成本 16,406,030.00 16,406,030.00 

工程款 231,120.02 321,710.00 

合  计 16,637,150.02 16,727,740.00 

 

10. 预收款项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预收房款 112,040,043.25  42,973,469.78  

合  计 112,040,043.25  42,973,4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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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应付职工薪酬 

(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短期薪酬 3,275,255.00  2,856,646.62 4,469,730.62 1,662,171.00  

离职后福利 - 设定提存计划   299,365.12 299,365.12   

辞退福利  22,638.00  22,638.00   

合  计 3,275,255.00  3,178,649.74 4,791,733.74 1,662,171.00  

(2) 短期薪酬明细情况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3,275,255.00  2,219,999.00 3,833,083.00 1,662,171.00  

职工福利费   145,830.40 145,830.40   

社会保险费   169,928.50 169,928.50   

其中：基本医疗保险费   126,191.68 126,191.68   

      补充医疗保险费   4,302.00 4,302.00   

      工伤保险费   28,392.98 28,392.98   

      生育保险费  11,041.84 11,041.84  

住房公积金  172,130.00 172,130.00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148,758.72 148,758.72  

小  计 3,275,255.00 2,856,646.62 4,469,730.62 1,662,171.00 

(3) 设定提存计划明细情况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基本养老保险  286,884.80 286,884.80  

失业保险费  12,480.32 12,480.32  

小  计  299,365.12 299,365.12  

 

12. 应交税费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值税 707,798.92 1,343,4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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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企业所得税  10,069,534.41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9,870.31 66,930.84 

城市维护建设税 49,545.92 46,869.68 

土地增值税 
 

348,391.04 

教育费附加 35,389.95 33,478.34 

印花税 687.61  

房产税 82,512.63  

合  计 885,805.34 11,908,670.99 

 

13. 应付利息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短期借款应付利息 1,076,388.89  332,291.67  

合  计 1,076,388.89  332,291.67  

 

14. 其他应付款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押金保证金 409,040.29  1,796,750.00  

预提费用及未付款 2,187,393.16  1,225,712.59  

合  计 2,596,433.45  3,022,462.59  

 

15. 实收资本 

投资者名称 

期初数 本期 

增加 

本期 

减少 

期末数 

投资金额 所占比例(%) 投资金额 所占比例(%) 

合  计 68,000,000.00 --   68,000,000.00 -- 

五矿资本股份有

限公司 

68,000,000.00 100.00   68,000,000.00 100.00 

 

16. 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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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法定盈余公积  4,532,304.62     4,532,304.62  

合  计  4,532,304.62    4,532,304.62 

 

17. 未分配利润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调整前上年年末金额 40,790,741.54 -7,623,557.07 

调整后当期期初金额 40,790,741.54 -7,623,557.07 

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30,494.46 52,946,603.23 

减：当期提取盈余公积   4,532,304.62 

当期分配现金股利 40,790,741.54  
 

当期期末金额 4,030,494.46 40,790,741.54 

注：依据五矿资本会议纪要〔2017〕2号，本公司分配利润 40,790,741.54元。 

 

(二) 利润表项目注释 

1.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39,227,920.73  26,257,796.09  280,740,904.51  181,458,797.52  

其他业务 5,848,869.76  4,451,580.58   2,080,856.61   2,162,356.01  

合  计 45,076,790.49  30,709,376.67  282,821,761.12  183,621,153.53  

 

2. 税金及附加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营业税 92,845.48 7,623,744.38 

城市维护建设税 189,534.00 983,274.23 

教育费附加 135,381.45 702,338.75 

土地增值税[注] 1,177,211.16 8,422,618.13 

房产税[注] 82,5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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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印花税[注] 16,531.41  188,217.11 

合  计 1,694,016.13 17,920,192.60 

注：根据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以及《关于<增值税会计

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将 2016 年 5月及之后的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印花税

的发生额列报于“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之前的发生额仍列报于“管理费用”项

目。 

 

3. 销售费用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职工薪酬 624,567.49 1,935,362.41 

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 327,346.97 805,386.33 

业务招待费 45,609.00 210,661.00 

汽车费用 22,526.80 31,068.74 

办公费 14,880.71 32,869.63 

服务费 2,000.00   

差旅费   22,367.09 

其他 36,153.73 886,751.30 

合  计 1,073,084.70 3,924,466.50 

 

4. 管理费用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咨询及服务费 1,817,332.86 2,245,283.02 

职工薪酬 1,281,177.41 3,552,462.68 

仓储及租赁费 247,562.85  

办公费及会议费 197,878.61 202,242.63  

业务招待费 94,398.86 161,694.08 

折旧与摊销费 85,889.54 27,338.63 

其他 85,300.89 313,1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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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修理维护费 29,952.00 39,269.63 

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 1,020.00 57,034.44 

税金[注]  26,903.88 

差旅费 4,284.24 628.00 

合  计 3,844,797.26 6,626,013.53 

注：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五(二)2。 

 

5. 财务费用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利息支出 3,327,082.85  

减：利息收入 478,433.61  

手续费支出 8,780.06  149,834.58  

合  计 2,857,429.30  149,834.58  

 

6. 资产减值损失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坏账损失 2,026.09  

合  计 2,026.09  

 

7. 营业外收入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计入本期非经常

性损益的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合计  9,631.41  

其中：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9,631.41  

政府补助 346,100.00  346,100.00 

违约赔偿收入 150,000.00  150,000.00 

其他 500.00  5,739.18  500.00 

合  计 496,600.00  15,370.59  49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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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补助明细 

补助项目 本期数 上年数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高新区财政 2017年经济工作款项 346,100.00  与收益相关 

小  计 346,100.00  -- 

 

8. 所得税费用 

(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当期所得税费用 1,362,672.40 17,648,867.74 

递延所得税费用 -506.52  

合  计 1,362,165.88 17,648,867.74 

(2) 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利润总额 5,392,660.34 70,595,470.97  

按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1,348,165.09 17,648,867.74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14,000.79 22,341.30 

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及其他影响  -22,341.30 

所得税费用 1,362,165.88 17,648,867.74 

 

(三) 现金流量表项目注释 

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本期数 上年数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4,030,494.46 52,946,603.23  

加：资产减值准备 2,026.09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95,396.76 111,504.07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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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本期数 上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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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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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7,0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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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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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37,032.25 72,998,803.2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3,922,552.88 -9,783,222.8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5,863,295.17 1,152,215.25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03,309.44 117,416,2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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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75,870.59 42,437,497.44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42,437,497.44  27,031,0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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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8,373.15 15,406,435.79  

 

2.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现金 51,775,870.59 42,437,497.44  

其中：库存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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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51,775,870.59 42,437,497.44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2) 现金等价物   

其中：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1,775,870.59 42,437,497.44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   

 

(四) 其他 

1. 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 

  项  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502,099.60 贷款保证金 

 

2. 政府补助 

(1) 明细情况-与收益相关，且用于补偿公司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政府补助 

项  目 金额 列报项目 说明 

高新区财政 2017年经济工作款项 346,100.00 营业外收入  

小  计 346,100.00 -- -- 

(2) 本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346,100.00 元。 

 

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 关联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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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资本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省 

长沙市 

金融服务业 3,748,387,882.00 100.00 100.00 

本公司最终控制方是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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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二) 关联交易情况 

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数 上年数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1,869,974.73 80,041,872.59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808,176.10 2,169,811.32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11,648,764.44 11,523,597.55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498,639.98 611,691.42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247,562.85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5,077.52 
 

 

2. 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招

商银行长沙分行贷款给本公司) 
60,000,000.00  2016.3.11 2017.3.11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招

商银行长沙分行贷款给本公司) 
50,000,000.00  2016.3.18 2017.3.18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招

商银行长沙分行贷款给本公司) 
50,000,000.00  2016.3.19 2017.3.19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招

商银行长沙分行贷款给本公司) 
50,000,000.00  2016.3.22 2017.3.22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招

商银行长沙分行贷款给本公司) 
40,000,000.00  2016.5.4 20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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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交

通银行潇湘支行贷款给本公司) 
60,000,000.00  2017.3.17 2018.3.13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交

通银行潇湘支行贷款给本公司) 
100,000,000.00  2017.3.22 2018.3.21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交

通银行潇湘支行款给本公司) 
90,000,000.00  2017.3.28 2018.3.26  

 

(三)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 应收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预付款项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538,740.31  40,247,811.36   

小  计 -- 14,538,740.31  40,247,811.36   

其他应收款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175,039,864.32  213,640,864.53   

小  计 -- 175,039,864.32  213,640,864.53   

 

2. 应付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数 期初数 

短期借款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小  计 --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应付账款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150,000.00  

小  计 -- 150,000.00 150,000.00 

应付利息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118,056.39  332,291.67  

小  计 -- 2,118,056.39  332,291.67  

 

七、承诺及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不存在需要披露的重要承诺及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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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本公司不存在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湖南金拓置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金拓-1-封皮+目录正文
	金拓-2-报表-签字盖章
	page-5
	page-4
	page-3
	page-2
	page-1

	金拓-4-附注第一页
	金拓-5-其余附注
	金拓-6-资质+注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