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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产 核 资 专 项 审 计 报 告  

 

 大华核字[2018]004429号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

中心）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清产核资结果进行了专项财

务审计。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保证清产

核资资料的真实、合法、准确和完整是技术中心管理层的责任；我

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经济

鉴证工作规则》，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技术中心清产核资结

果发表审计意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结合技术中心实际情况，实

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实地抽盘、勘查、询证和检查等我们认为必

要的审计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现将此次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 清产核资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技术中心系由巨化集团公司投资组建的国有企业，于 1999 年 6

月 22 日在衢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33080000002744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巨化【2017】194 号《巨

化集团关于技术中心公司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和巨化【201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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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巨化集团关于核准技术中心资产评估项目及改制后股权设置方案

的批复》文件，技术中心以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

后资产总额为 15,065.70 万元，负债总额 9,840.56 万元，净资产评

估值 5,225.14 万元，技术中心改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

独资），改制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31,630,723.00 元以经评估的净资产折合，于改制变更登记时到位，

18,369,277.00元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出资，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到位，评估基准日至改制后公司设立登记日期间增加的净

资产计入改制后公司的资本公积。技术中心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在

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800YA3613092M（1/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技术中心法定代

表为王树华。 

技术中心属技术服务业。经营范围：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及

应用研究；科研、科研性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相关技术咨询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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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产核资目的 

技术中心因股权转让需要，全面开展账务清理、资产自查等工

作，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产权明晰，核实资产和财务状况。 

（三）清产核资基准日 

清产核资的基准日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 

二、 清产核资专项审计过程及实施情况： 

（一） 清产核资的基准日 

清产核资的基准日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 

（二） 工作起止日期 

清产核资的工作起止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9 日至 2018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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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三） 具体实施情况 

我们结合技术中心的具体情况及技术中心对本次清产核资的要

求，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工作： 

1．制订清产核资专项财务审计计划，明确审计目的、审计范围

和审计内容，制定审计工作基础表和审计工作底稿格式，对参加专项

审计工作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协助公司开展清产核资基础工作； 

2．对技术中心清产核资基准日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以保证

清产核资基准日账面数的准确； 

3．核对、询证、查实技术中心债权、债务，监盘现金和抽查

存货； 

4．勘察、抽查技术中心固定资产并验证其产权； 

5．按照国家清产核资政策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对技术中

心清理出的有关资产盘盈、资产损失及资金挂账进行核实、鉴证； 

6．对技术中心清产核资结果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三、 清产核资专项审计结果 

（一） 清产核资结果 

经对技术中心 2018 年 6 月 30 日资金核实申报表的专项审计，

审计后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145,282,487.64 元、

68,988,668.77 元、76,293,818.87 元，与账面数相比，分别调增

-12,896,549.88 元、-11,626,405.79 元、-1,270,144.09 元，详见

后附的资产负债表核实表。主要调整事项如下： 

序号 调整事项及调整分录 调整金额 影响净资产金额 

合 计 -1,270,1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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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调整事项及调整分录 调整金额 影响净资产金额 

1 

HR-PEFE 项目账面将开票金额全额确认为收入，未确

认相应的成本，审计按进度确认收入并调整确认相应

的成本 

借：主营业务收入 

 贷：预收账款-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聚厂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开发支出 

 

 

 

478,490.22 

478,490.22 

855,550.81 

855,550.81 

 

 

-478,490.22 

 

-855,550.81 

2 

应收预收对挂调整 

借：预收账款-沈海民 

 贷：应收账款-衢州市杜邦工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42,900.00 

42,900.00 

 

3 

冲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69,363.32 

-269,363.32 

269,363.32 

4 

补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35,488.63 

35,488.63 

-35,488.63 

5 

应收、其他应付对挂金额冲销 

借：其他应付款-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贷：应收账款-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3,944,000.01 

3,944,000.01 

 

6 

开发支出-1827-Q 工程中心专家委员会换届选举调整

为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 

 贷：开发支出 

 

 

169,977.75 

169,977.75 

 

 

-169,977.75 

 

7 

全氟聚醚制备关键技术联合研发已完成验收，已支出

财政补助结转为管理费用，同时结转相应财政补助 

借：管理费用 

 贷：开发支出 

借：递延收益 

 贷：其他收益 

 

 

3,568,798.60 

3,568,798.60 

3,568,798.60 

3,568,798.60 

 

8 

调整其他应付款中暂挂的一次性提足折旧设备的累计

折旧额 

借：其他应付款 

 贷：累计折旧 

 

 

4,549,197.40 

4,549,197.40 

 

（二） 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报表编制基础 

以持续经营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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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和解

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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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方法 

(1) 金融工具的分类 

企业根据所发行金融工具的合同条款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

非仅以法律形式，结合取得持有金融资产和承担金融负债的目的，将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分为不同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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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和应收款

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负债等。技术中心持有的金融工具

包括：贷款和应收款项；其他金融负债等 

(2) 金融工具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1）应收款项 

企业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债权，以及企业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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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预付账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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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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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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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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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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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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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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存在活跃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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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

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采用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

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

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确定其公允价值；初始取得或衍生的金融资产或承担的金融负债，以

市场交易价格作为确定其公允价值的基础。 

(6) 金融资产（不含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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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1）坏账的确认标准：①债务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撤消的；②债

务人死亡或者依法被宣告失踪、死亡的；③涉及诉讼的应收款项，如

已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判定（或裁定）败诉的，或者

虽然胜诉但因无法执行被裁定终止执行且无望恢复执行的；④债务人

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导致停产，损失巨大，在三年内以其

财产（包括保险款等）确实无法清偿应收款项的。 

2）坏账准备的具体计提方法 

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单项金额重大且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

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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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

收款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一起按信

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

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应计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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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准备。 

①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5 5 

1－2 年 10 10 

2－3 年 20 20 

3－4 年 60 60 

4 年以上 100 100 

②对应收票据、预付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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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存货的确认和计量 

（1）存货的分类 

存货包括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

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和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领用或发出存货，按照实际成本

核算的，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其实际成本。 

（3）存货的盘存制度 

存货实行永续盘存制。 

（4）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采用一次转销法进行摊销。 

（5） 期末存货计价及存货跌价准备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

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产成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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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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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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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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1）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①为生产商

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持有的；②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

度。 

（2）固定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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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符合上述确认条件的，计入固定资

产成本；不符合上述确认条件的，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4）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和年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使用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40 5.00 2.38-4.75 

机器设备 10-14 5.00 6.79-9.50 

运输工具 6-12 5.00 7.92-15.83 

5. 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1）无形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2）根据无形资产的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同行业情况、

历史经验、相关专家论证等综合因素判断，能合理确定无形资产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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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作为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无法合理确

定无形资产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

资产。 

（3）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估计其使用寿命时通常考虑以

下因素：① 运用该资产生产的产品通常的寿命周期、可获得的类似

资产使用寿命的信息；② 技术、工艺等方面的现阶段情况及对未来

发展趋势的估计；③ 以该资产生产的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市场需求情

况；④ 现在或潜在的竞争者预期采取的行动；⑤ 为维持该资产带来

经济利益能力的预期维护支出，以及公司预计支付有关支出的能力；

⑥ 对该资产控制期限的相关法律规定或类似限制，如特许使用期、

租赁期等；⑦ 与公司持有其他资产使用寿命的关联性等。 

（4）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使用寿命内按照与该项无形资

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系统合理地摊销，无法可靠确定预

期实现方式的，采用直线法摊销。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摊销，

但每年均对该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并进行减值测试。 

（5）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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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明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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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长期资产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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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长期资产（指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

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如果长期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以单

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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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根据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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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者确定。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长期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将长期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

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资

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在未来期间

作相应调整，以使该资产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

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

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进行减值测试。 

（三） 主要税费 

税目 纳税（费）基础 税（费）率 备注 

增值税 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 17%/16%、6% 自 2018 年 5 月起，17%的

增值税率统一下调为 16% 

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30%后余值的

1.2%计缴；从租计征的，按租金收入的 12%计缴 1.2%、12%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四） 资金核实申报表重要项目注释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元） 

1. 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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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  额 

银行存款 6,248,596.31 

合  计 6,248,596.31 

2. 应收票据 

项  目 期末余额 

银行承兑汇票 818,953.99 

合计 818,953.99 

3. 应收账款 

（1） 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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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1,064,796.94 100.00 553,239.85 5.00 10,511,557.09 

合计 11,064,796.94 100.00 553,239.85 5.00 10,511,557.09 

（2）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1,064,796.94 553,239.85 5.00 

合计 11,064,796.94 553,239.85  

（2） 大额余额单位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是否为

关联方 
备 注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5,655,088.82 1 年以内 是  

浙江博仕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3,672,181.00 1 年以内 否  

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1,351,937.48 1 年以内 是  

4. 预付款项 

（1） 账龄分析       

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2,772,113.45  90.23   2,772,1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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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1-2 年 300,000.00  9.77   300,000.00  

合计 3,072,113.45 100.00  3,072,113.45 

（2） 大额余额单位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是否为

关联方 
备 注 

浙江巨化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300,000.00 1-2 年 是  

上海明申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366,000.00 1 年以内 否  

江山顺泰化工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302,190.00 1 年以内 否  

上海荟银实业有限公司 318,000.00 1 年以内 否  

太普（上海）氟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420,000.00 1 年以内 否  

5. 其他应收款 

（1） 其他应收款分类披露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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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677,179.63 100.00 266,149.62 39.30 411,030.01 

合计 677,179.63 100.00 266,149.62 39.30 411,030.01 

（2）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321,523.63   16,076.18   5.00  

1－2 年  50,577.60   5,057.76   10.00  

2－3 年  50,078.40   10,015.68   20.00  

3－4 年  50,000.00   30,000.00   60.00  

4 年以上  205,000.00   205,000.00  100.00  

合计 677,179.63 266,149.62  

（3） 大额余额单位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是否为

关联方 
备 注 

陈振华 150,000.00 1 年以内 否 备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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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存货 

项   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3,034,450.81  3,034,450.81 

库存商品 643,357.05  643,357.05 

合计 3,677,807.86  3,677,807.86 

7. 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 期末余额 备注 

待抵扣进项税额 1,167,843.33  

合计 1,167,843.33  

8. 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类别 
期末余额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额 

房屋建筑物 61,116,873.05  21,576,555.33  208,231.05 39,332,086.67 

机器设备 76,610,114.21  36,564,085.52  40,046,028.69 

运输工具 349,472.00  51,314.22   298,157.78  

合计 138,076,459.26 58,191,955.07 208,231.05 79,676,273.14 

（1） 期末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 

项  目 账面价值 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原因 

综合楼（信息部）  549,139.49  正在办理中 

控制楼  3,058,971.48  正在办理中 

聚合冷冻厂房  2,332,376.39  正在办理中 

1#中试厂房  4,698,852.48  正在办理中 

精细 1#楼（北扩一期）  2,262,842.22  正在办理中 

分析机修楼（制药厂拨入）  211,289.72  正在办理中 

主厂房（制药厂拨入）  4,570,819.92  正在办理中 

冷冻（制药厂拨入）  45,157.65  正在办理中 

聚合 2 号试验楼扩建（东扩）  4,389,583.56  正在办理中 

精细 2#（北扩二期）  3,262,508.23  正在办理中 

聚合 2#楼（北扩一期）  3,373,400.35  正在办理中 

公用工程楼（北扩一期）  1,131,599.90  正在办理中 

原料成品库（北扩一期）  1,040,672.35  正在办理中 

合  计 30,927,2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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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无形资产 

类别 
期末余额 

原值 累计摊销 减值准备 净额 

土地使用权 16,548,898.21 247,030.71  16,301,867.50 

合计 16,548,898.21 247,030.71  16,301,867.50 

10. 开发支出 

项  目 账面价值 

课题研究开发项目 23,396,444.96 

合计 23,396,444.96 

11. 应付账款      

（1） 按账龄列示的应付账款 

账龄 期末余额 

1 年以内 4,883,690.41 

1-2 年 12,000.00 

3 年以上 88,988.59 

合计 4,984,679.00 

（2） 期末大额应付账款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是否为 
关联方 备注 

暂估材料款 1,740,504.01 否  

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1,337,274.21 是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聚厂 670,780.84 是  

合计 3,748,559.06   

12. 预收款项  

（1） 按账龄列示的预收款项 

账 龄 期末余额 

1 年以内 493,990.22 

合计 493,990.22 

（2） 期末大额预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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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是否为 
关联方 备注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氟聚厂 478,490.22 是  

合计 478,490.22   

13. 应付职工薪酬 

项   目 期末余额 备注 

短期薪酬 328,070.00  

其中：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328,070.00  

合计 328,070.00  

14. 应交税费 

种类 期末余额 

印花税 3,643.16 

合计 3,643.16 

15. 其它应付款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保证金押金 3,742,590.03 

代收代付 1,723,287.57 

其他 103,835.79 

合计 5,569,713.39 

16. 长期应付款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备注 

借款 36,965,858.58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36,965,858.58  

17. 递延收益 

项   目 发生时间 原始发生额 累计已转 
损益金额 期末余额 

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其中：1132-GJ 衢州氟硅新材料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2015 年 3,246,592.11 2,685,776.65 560,815.46 

1348-GT 巨化集团巨化新材料研究院 2013 年 20,000,000.00 13,585,735.84 6,414,264.16 

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其中：1049-GT 浙江氟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4 年  3,089,664.40  516,400.00 2,573,264.40 

1425-GB 全氟聚醚制备关键技术联合研发 2014 年、

2016 年  4,900,000.00  3,568,798.60 1,331,2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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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发生时间 原始发生额 累计已转 
损益金额 期末余额 

1636-GB 含氟聚合物材料研发 2017 年  3,628,200.00    3,628,200.00  

1638-GB 高性能纺织结构柔性材料制备及应用 2016 年、

2017 年  320,000.00    320,000.00  

1634-GJ 高性能水性不沾涂料用聚四氟乙烯乳液

制备与应用研究 2016 年  200,000.00    200,000.00  

1742-GB 海洋工程装备用石墨烯重防腐涂料 2017 年  120,000.00    120,000.00  

1741-GB 全氟烯醚无定型树脂制备关键技术 2018 年 494,969.00  494,969.00 

省科技厅含氟专用化学品制备 2018 年 5,000,000.00  5,000,000.00 

合计  40,999,425.51 20,356,711.09 20,642,714.42 

18. 实收资本 

股东名称或类别 期末余额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例

（%）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0   100.00 100.00 

合计 50,000,000.00 100.00 100.00 

19. 资本公积      

项   目 期末余额 

其他资本公积 22,530,417.28 

合计 22,530,417.28 

20. 未分配利润      

项   目 期末余额 

未分配利润 3,763,401.59 

合  计 3,763,401.59 

四、 其他重要事项专项说明 

(一) 重大承诺事项 

技术中心不存在需要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 

(二) 清产核资基准日存在的或有事项 

技术中心不存在需要披露的或有事项。 

(三) 清产核资基准日后事项 

技术中心不存在需要披露的清产核资基准日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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