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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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二) 经营范围
	(三) 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四) 财务报表的批准报出

	二、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三、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二) 持续经营

	四、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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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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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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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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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应收款项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 其他金融负债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4． 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
	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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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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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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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十三) 固定资产
	(十四) 在建工程
	1． 在建工程的类别
	2． 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标准和时点
	3． 在建工程的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十五) 借款费用
	1．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2．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3． 暂停资本化期间
	4．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十六) 无形资产
	(十七) 长期资产减值
	(十八) 长期待摊费用
	(十九) 职工薪酬
	1． 短期薪酬
	2． 离职后福利
	3． 辞退福利

	(二十) 预计负债
	1． 预计负债的确认标准
	2． 预计负债的计量方法

	(二十一) 收入
	(二十二) 政府补助
	1． 类型
	2．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3．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二十三)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1．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依据
	3．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将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二十四) 租赁
	1． 经营租赁会计处理
	2． 融资租赁会计处理

	(二十五)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五、 税项
	（一） 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
	1、流转税及附加税费



	*增值税：拓日新能源（欧洲）有限公司为19%，非洲太阳能（乌干达）有限公司、天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非洲太阳能（肯尼亚）有限公司为0，深圳市拓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加利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恒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叶城县瑞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澄城县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定边拓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铜川昊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白水县鹏城新能源有限公司为3%，其余公司为17%；咨询服务收入适应税率为6%，建筑服务收入为11%。
	**城市维护建设税：陕西拓日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为1%，陕西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5%，其余公司为7%。
	2、企业所得税
	3、房产税
	4、个人所得税

	(二)税收优惠及批文
	根据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744203619），本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发证时间2017年10月31日，有效期三年。本公司2017年至2019年企业所得税减按15%计征。
	根据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财政局、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四川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351000013）,本公司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发证时间2013年11月18日，有效期三年。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至2015年企业所得税减按15%计征。2016年12月8日，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获颁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651000824），有效期三年。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
	根据根据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陕高企认【2017】11号文件,本公司子公司陕西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7年企业所得税减按15%计征。
	根据国发[2011]33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财税【2011】112号文件，即“关于新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2010年至2020年，对经济开发区内新办的属于重点鼓励发展产业目录范围内的企业，给予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五年免征优惠。喀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3年起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岳普湖瑞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2015年起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8号文件，即“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农、林、牧、渔业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公告”，以及财税[2008]116号文件，即“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年版）的通知”，企业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
	根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号第二条，经西宁东川工业园区国家税务局批准，青海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属于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光伏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3164号]，喀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岳普湖瑞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的光伏发电属于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范围。
	六、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注释1． 货币资金
	注释2． 应收票据
	1． 应收票据的分类
	2．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注释3． 应收账款
	1． 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3） 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 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3． 本报告期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
	4．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

	注释4． 预付款项
	1． 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2．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注释5． 其他应收款
	1． 其他应收款分类披露
	2.其他应收款分类的说明：
	（1）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无
	（2）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3)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4)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3.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转回坏账准备金额51,176.63 元。
	4.本报告期无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
	5.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6.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注释6． 存货
	1． 存货分类
	2．存货跌价准备

	注释7． 其他流动资产
	注释8． 长期股权投资
	1． 对联营公司投资
	注释9． 固定资产原价及累计折旧
	1． 固定资产情况
	2． 期末通过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
	3． 期末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

	注释10． 在建工程
	1． 在建工程情况
	2． 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

	注释11． 工程物资
	1.工程物资情况

	注释12． 无形资产
	1． 无形资产情况

	注释13． 开发支出
	注释14． 商誉
	1． 商誉账面原值

	注释15． 长期待摊费用
	注释16．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1． 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 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3．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明细

	注释17． 其他非流动资产
	注释18． 短期借款
	*1、本公司以开立信用证方式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融资。
	*2、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南山支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渤海银行深圳宝安支行、北京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华强支行借款提供担保。
	注释19． 应付票据
	注释20． 应付账款
	1． 账龄超过一年的重要应付账款

	注释21． 预收款项
	账龄超过一年的重要预收账款

	注释22． 应付职工薪酬
	1． 应付职工薪酬列示
	2． 短期薪酬列示
	3．设定提存计划列示

	注释23． 应交税费
	注释24． 应付利息
	注释25． 其他应付款
	1.账龄超过一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注释2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注释27． 长期借款
	注释28． 应付债券
	注释29． 长期应付款
	注释30． 递延收益
	与政府补助相关的递延收益

	注释31． 股本
	注释32． 资本公积
	注释33． 其他综合收益
	注释34． 盈余公积
	注释35． 未分配利润
	注释36．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明细
	2． 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
	注释37． 税金及附加
	注释38． 销售费用
	注释39． 管理费用
	注释40． 财务费用
	注释41． 资产减值损失
	注释42． 投资收益
	注释43． 资产处置收益
	注释44． 其他收益
	本期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成本的政府补助明细表

	注释45． 营业外收入
	注释46． 营业外支出
	注释47． 所得税费用
	1．所得税费用表
	2．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注释48． 现金流量表附注
	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释49．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2．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注释50． 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
	注释51． 外币货币性项目
	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 合并成本及商誉
	3． 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二)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三)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八、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一) 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1． 企业集团的构成


	九、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 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二) 本公司的子公司情况
	详见附注八（一）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三) 本公司的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
	(四) 其他关联方情况
	(五) 关联方交易
	1． 存在控制关系且已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其相互间交易及母子公司交易已作抵销。
	2． 购买商品
	3． 销售产品
	4． 关联租赁情况
	5． 关联担保情况
	6． 关联方资金拆借
	7． 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本期未发生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8．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十、 承诺及或有事项
	（一） 重大承诺事项
	（二） 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或有事项

	十一、 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二、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十三、 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注释1． 应收账款
	1． 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期末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3)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 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16,359,755.55元。
	3． 本报告期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
	4．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
	注释2． 其他应收款
	1． 其他应收款分类披露
	（1）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2)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2． 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3． 本报告期无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
	4． 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5．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

	注释3．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分类列示如下：
	对子公司投资按公司名称列示如下：
	注释4．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1．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明细
	2． 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
	十四、 补充资料
	（一） 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二）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三）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