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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和信审字(2019)第 000106 号

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洛康裕保健”）财

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普洛康裕保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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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普洛康裕保健，并履行了职业道

德方面的其他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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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普洛康裕保健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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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普洛康裕保健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普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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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裕保健、停止营运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普洛康裕保健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

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

于舞弊或错误所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

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职业判断，并保持了职业怀

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

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

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

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

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

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

证据，就可能导致对普洛康裕保健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

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

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

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普洛康裕保健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

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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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

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济南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52,639.64                       223,8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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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6,148.00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6,148.00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19,999,401.1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625,507.95                       562,317.54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6,967.39 

流动资产合计                       995,114.98                  20,871,6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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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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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资产总计                       995,114.98                  20,871,696.72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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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续）
2018年12月31日

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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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00.00                       111,545.60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1,594.17 

其他应付款                         20,160.00                    4,778,187.9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0,560.00                    4,891,3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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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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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0.00                    4,891,327.67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5,000,000.00                  2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4,025,445.02                  -4,019,630.95 

所有者权益合计                       974,554.98                  15,980,369.0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95,114.98                  20,871,696.72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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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18年度

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549,666.92                       777,268.38 

    减：营业成本                       547,019.65                       585,607.00 

            税金及附加                              108.01                              654.33 

            销售费用                                      -                                        -   

            管理费用                         10,737.17                       146,826.25 

      研发费用                                      -                                        -   

            财务费用                          -2,383.84                              519.60 

            资产减值损失                                      -                                        -   

    加：其他收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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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814.07                         43,661.20 

    加：营业外收入                                      -                                        -   

    减：营业外支出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814.07                         43,661.20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814.07                         43,661.20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814.07                         43,661.20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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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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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4.07                         43,661.20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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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18年度

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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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771.20                       766,044.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4,978.06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68,749.26                       766,044.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27,009.35                       455,246.5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   

     支付的各项税费                              972.16                           6,236.3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958.17                       238,237.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39,939.68                       699,72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809.58                         66,3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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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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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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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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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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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809.58                         66,323.2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3,830.06                       157,506.8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2,639.64                       223,830.06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6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8年度

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实收资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
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额        20,000,000.00          -            -            -                             -            -                           -                           -                           -           -4,019,630.95          15,980,369.05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二、本年期初余额        20,000,000.00          -            -            -                             -            -                           -                           -                           -           -4,019,630.95          15,980,369.05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15,000,000.00          -            -            -                             -            -                           -                           -                           -                  -5,814.07         -15,005,814.07 

（一）综合收益总额                -5,814.07                  -5,814.07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5,000,000.00          -            -            -                             -            -                           -                           -                           -                              -           -15,000,000.00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15,000,000.00         -15,000,000.00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   
4.其他                              -   

（三）利润分配                            -            -            -            -                             -            -                           -                           -                           -                              -                                -   
1.提取盈余公积                         -                              -                                -   
2.对所有者的分配                            -                                -   
3.其他                              -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            -            -            -                             -            -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   
5.其他                              -   

（五）专项储备                            -            -            -            -                             -            -                           -                           -                           -                              -                                -   
1.本期提取                              -   
2.本期使用                              -   

（六）其他                              -   

四、本期期末余额          5,000,000.00          -            -            -                             -            -                           -                           -                           -           -4,025,445.02               974,554.98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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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8年度

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上期

 实收资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

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额        20,000,000.00            -              -              -                             -              -                           -                           -                           -           -4,063,292.15          15,936,707.85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二、本年期初余额        20,000,000.00            -              -              -                             -              -                           -                           -                           -           -4,063,292.15          15,936,707.85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              -              -              -                           -                           -                           -                 43,661.20                  43,661.20 

（一）综合收益总额               43,661.20                  43,661.20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              -              -              -                             -              -                           -                           -                           -                              -                                -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   
4.其他                              -   

（三）利润分配                            -              -              -              -                             -              -                           -                           -                           -                              -                                -   
1.提取盈余公积                         -                                -   
2.对所有者的分配                              -   
3.其他                              -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              -              -              -                             -              -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   
5.其他                              -   

（五）专项储备                            -              -              -              -                             -              -                           -                           -                           -                              -                                -   
1.本期提取                              -   
2.本期使用                              -   

（六）其他                              -   

四、本期期末余额        20,000,000.00            -              -              -                             -              -                           -                           -                           -           -4,019,630.95          15,980,369.05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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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一、公司概况

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原名为浙江普洛康裕生命科学有

限公司、横店集团浙江康裕生命科学有限公司、东阳市制药化工总厂、浙江横店企业集团公司制

药工业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10月，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2004 年 2 月，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 1,95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2018 年 12月，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1,500

万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股东为横店集团康裕药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法定代表人：何金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758094362T。

公司经营范围：生产：胶囊、颗粒剂类保健食品；保健用品、保健食品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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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二、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1、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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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会计准则和其后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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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年修订)的披露规定，并基于以下

所述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行编制。

2、持续经营

本公司不存在导致对报告期末起 12个月内的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的事项或情况。

附注三、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重要提示：本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特点针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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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摊销、收入确认等交易或事项制定了具体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股东权益变动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2、会计期间

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3、营业周期

本公司以 12个月作为正常营业周期，并以营业周期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4、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5、合营安排分类及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合营安排的分类：

本公司根据合营安排的结构、法律形式以及合营安排中约定的条款、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等

因素，将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的合营安排，划分为共同经营；

通过单独主体达成的合营安排，通常划分为合营企业；但有确凿证据表明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并且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营安排划分为共同经营：

（1）合营安排的法律形式表明，合营方对该安排中的相关资产和负债分别享有权利和承

担义务。

（2）合营安排的合同条款约定，合营方对该安排中的相关资产和负债分别享有权利和承

担义务。

（3）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合营方对该安排中的相关资产和负债分别享有权利和承

担义务，如合营方享有与合营安排相关的几乎所有产出，并且该安排中负债的清偿持续依赖于合

营方的支持。

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确认共同经营中利益份额中与本公司相关的下列项目，并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进行会计处理：

（1） 确认单独所持有的资产，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持有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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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单独所承担的负债，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承担的负债；

（3） 确认出售其享有的共同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

（4） 按其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

（5） 确认单独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

本公司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资产等（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在该资产等由共同经营出售

给第三方之前，仅确认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部分。投出或出售的

资产发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等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的，本公司全额确认

该损失。

本公司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等（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在将该资产等出售给第三方之前，

仅确认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部分。购入的资产发生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等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的，本公司按承担的份额确认该部分损失。

本公司对共同经营不享有共同控制，如果本公司享有该共同经营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共同经营

相关负债的，仍按上述原则进行会计处理，否则，应当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

6、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流量表之现金指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

现金流量表之现金等价物是指本公司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3个月内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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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外币业务发生时，采用业务发生当月１日的即期汇率折合为人民币记账。资产负债表日，外

币货币性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发生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

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对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按公允价值确定日即期汇率折算，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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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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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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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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履行相

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 佳估计数与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的累计摊销额后的余

额两项金额之中的较高者进行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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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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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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所转移金

融资产的账面价值；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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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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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才能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本公司

（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签订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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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确认现存金融负债，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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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

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金融工具存在活跃市场的，本公司采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

值。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是指易于定期从交易所、经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

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本公司采用估

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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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6）金融资产的减值测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除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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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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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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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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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减值

以成本或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减记金额确

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在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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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转回

减值损失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②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当综合相关因素判断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下跌是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时，表明该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

以转出并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出的累计损失为该资产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金额、

当前公允价值和原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

在确认减值损失后，期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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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减值损失转回确认为

其他综合收益，可供出售债务工具的减值损失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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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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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值损失，不予转回。

9、应收款项坏账损失核算方法

本公司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1）本公司应收款项按下列标准确认坏账损失：

①债务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撤销，依照法律清偿程序清偿后其剩余财产确实不足清偿的应收

款项；

②债务人死亡或依法被宣告死亡、失踪，其财产或遗产不足清偿的应收款项；

③债务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以其财产确实无法清偿的应收款项；

④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经法院裁决，确定无法清偿的应收款项；

当债务人无能力履行偿债义务时，经本公司董事局审核批准，将该等应收款项列为坏账损失。

（2）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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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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期末账面余额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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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依据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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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0%

3—5 年 50% 50%

5年以上 100% 100%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③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

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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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收票据和预付账款，本公司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

据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10、存货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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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货分类：

本公司存货包括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或耗用而持有的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在产

品、库存商品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①原材料、包装物采用实际成本核算，发出采用“加权平均法”计价；

②低值易耗品采用实际成本核算，领用时按一次摊销法进行摊销；

（3）存货盘存制度：本公司存货盘存采用永续盘存制。

（4）存货跌价准备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期末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计量，但如果某些存货与在同一地区生产

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 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可以合

并计量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量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可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等存货的

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存货，其可变

现净值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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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

础计算；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

价格为基础计算。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

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11、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

（1）初始投资成本确定

①对于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如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在合并日按取得被合

并方所有者权益在 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

当按购买日确定的合并成本确认为初始成本；

②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为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

③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为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④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

债务重组》的有关规定确定。

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初始投资成本根据准则相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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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采用成本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除追加或收回投资外，账面价值一般不变。当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

分得的部分，确认投资收益。

投资方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投资方对联营企业的权益性

投资，其中一部分通过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基金、信托公司或包括投连险基金在内的类似主体间

接持有的，无论以上主体是否对这部分投资具有重大影响，投资方都可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对间接持有的该部分投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损益，并对其余部分采用权益法核算。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应享有

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收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当宣告分派的

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3）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公允价值计量转权益法核算：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的股权投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的），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因追加投资等原因导致持股比例上

升，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在转按权益法核算时，投资方应当按照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确定的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为取得新增投资而应支付对价的公允价

值，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公允价值计量或权益法核算转成本法核算：投资方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权益性投资，或者原持有对联营

企业、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按有关企

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会计处理。

权益法核算转公允价值计量：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

资，因部分处置等原因导致持股比例下降，不能再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应

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剩余股权投资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目

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成本法转权益法：因处置投资等原因导致对被投资单位由能够实施控制转为具有重大影响或

者与其他投资方一起实施共同控制的，首先应按处置投资的比例结转应终止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然后比较剩余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与按照剩余持股比例计算原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前者大于后者的，属于投资作价中体现的商誉部分，不调整长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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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前者小于后者的，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同时，调整留存收益。

（4）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依据

①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的依据：是指对某项安排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必须

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包括商品或劳务的销售和购买、金融资产的管理、

资产的购买和处置、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及融资活动等。

②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的依据：当持有被投资单位 20%以上至 50%的表决权资

本时，具有重大影响。或虽不足 20%，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具有重大影响：

①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的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

②参与被投资单位的政策制定过程；

③向被投资单位派出管理人员；

④被投资单位依赖投资公司的技术或技术资料；

⑤与被投资单位之间发生重要交易。

（5）减值测试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在判断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时，应当关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否大于享有

被投资单位净资产 （包括相关商誉）账面价值的份额等类似情况。出现类似情况时，企业应当按

照资产减值准则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应当

计提减值准备。

12、固定资产计价和折旧方法

（1）固定资产的标准：固定资产是本公司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

使用年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在满足下列条件时方确认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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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固定资产计价：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其中：

外购的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买价、进口关税等相关税费，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支出。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

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

不公允的按公允价值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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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 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

较低者，作为入账价值。通过非货币资产交换取得的固定资产，具有商业实质的，按换出资产的

公允价值入账；不具有商业实质的，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入账。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固定资产，

按公允价值确认。

（3）折旧方法：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平均年限法。对已计提减值的固定资产按减值后的金额

计提折旧。

（4）按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率（3%）确定年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5-40年 2.43%-19.40%

机器设备 5-10年 9.70%-19.40%

运输设备 5-8年 12.13%-19.40%

其他设备 5-8年 12.13%-19.40%

（5）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本公司期末对固定资产进行检查，如发现存在下列情况，按固定资产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并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时按单项资产计提，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估计的，按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计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

①固定资产市价大幅度下跌，其跌幅大大高于因时间推移或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并且预

计在近期内不可能恢复；

②公司所处经营环境，如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或者产品营销市场在当期发生或在

近期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

③同期市场利率大幅度提高，进而很可能影响公司计算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的折现率，并

导致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④固定资产陈旧过时或发生实体损坏；

⑤固定资产预计使用方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如企业计划终止或重组该资产所属的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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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处置固定资产等情形，从而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⑥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固定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固定资产所创

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

⑦其他有可能表明固定资产已发生减值的情况。

存在减值迹象的，本公司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差额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可收回金额根据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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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

于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按照该资产的市场价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在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情况下，以可获取的 佳信息

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净额可以参考同行业类似资产的 近交

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按照上述规定仍然无法可靠估计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的，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固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该等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 终处置时所产生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以市场利率为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公司在租入的固定资产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时确

认该项固定资产的租赁为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取得的固定资产的成本，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

产公允价值与 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确定。公司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采用与自有应计

折旧资产相一致的折旧政策。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资产尚

可使用年限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期与租

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13、在建工程核算方法

（1）在建工程是指正在兴建中的资本性资产，以实际成本入账。成本包括机器设备的购置

成本、建筑费用及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建设期间专门用于在建工程的借款的利息费用与汇兑损益。

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停止其借款利息的资本化。

（2）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时点：在建工程按各项工程实际发生的支出分项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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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根据工程预算、造价或工程实际成本等，按估计的价值转

入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待办理了竣工决算手续后再作调整。

14、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1）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借款费用包括因借款而发生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和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

的汇兑差额。本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属于需要经过 1年以上（含 1年）时间购建的固定资产、

开发投资性房地产或存货所占用的专门借款或一般借款所产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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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借款费用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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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活动已经开始。

（2）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期间：

为购建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存货所发生的借款费用，满足上述资本化条件的，在该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可销售状态前所发生的，计入资产成本；若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

存货的购建活动发生非正常中断，并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将其

确认为当期费用，直至资产的购建活动重新开始；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可销售状态时，停止

借款费用的资本化，之后发生的借款费用于发生当期直接计入财务费用。

（3）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为购建或者生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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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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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金额确定。

为购建或者生产开发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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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

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15、无形资产核算方法

（1）无形资产的计价：公司的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等。

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和相关的其他支出作为实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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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实际成本，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

值不公允的，按公允价值确定实际成本。

通过非货币资产交换取得的无形资产，具有商业实质的，按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入账；不具

有商业实质的，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入账。

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公允价值确认。

自行研究开发的无形资产，其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其开发阶段的

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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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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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本公司无形资产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

计入损益。如果预计使用年限超过了相关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或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该无形资

产的摊销年限按如下原则确定：

①合同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按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摊销；

②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规定有效年限的，按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摊销；

③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按受益年限和有效年限两者之中较短者

摊销；

④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超过 10年。

（3）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当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本公司按无形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净值的差额计提无

形资产减值准备：

①某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所替代，使其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受到重大不利影

响；

②某项无形资产的市价在当期大幅下跌，在剩余摊销年限内预计不会恢复；

③某项无形资产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但仍然具有部分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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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其他足以证明某项无形资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予转回。

（4）当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将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①某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所替代，并且该项无形资产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

②某项无形资产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并且已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③其他足以证明某项无形资产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情形。

（5）使用寿命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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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特许试用期、租赁期等；

⑦与公司持有其他资产使用寿命的关联性等。

（6）研究与开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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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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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长期资产减值

对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

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发生减值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对因企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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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誉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该等长期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资产的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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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减值测试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存在下列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①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②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

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③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④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⑤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⑥有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

⑦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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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资产组的认定

对于难以估计可收回金额的单项资产，按照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

金额。资产组的认定以若干资产的组合能够产生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合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3）资产或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

进行减值测试时，可收回金额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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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者确定。

资产或资产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①采用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

②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采用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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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资产的市场价格根据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

③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参考同行业类似资产的 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

计。

按照上述规定仍然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以该资产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资产或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或资产组在预计使用寿命内，持续使用过

程中和 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以企业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增量借款利率或其

他能够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合理调整后作为折现率对其进行折

现。

（4）减值处理及转回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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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在处置相关资产时一并转出。

17、长期待摊费用的性质、摊销方法及摊销年限

长期待摊费用核算已经支出，但摊销期限在 1年以上（不含 1 年）的各项费用。长期待摊费

用按实际发生额入账，在受益期或规定的期限内分期平均摊销。如果长期待摊的费用项目不能使

以后会计期间受益则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18、职工薪酬

（1）短期薪酬的会计处理方法

短期薪酬是指本公司在职工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十二个月内需要全部予以支

付的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和辞退福利除外。本公司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应付的短期

薪酬确认为负债，并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和费用。

（2）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离职后福利是指本公司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在职工退休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提供

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离职后福利计划分类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

定受益计划。

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划主要为参加由各地劳动及社会保障机构组织实施的社会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等。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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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本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定期缴付上述款项后，不再有其他的支付义务。

（3）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辞退福利是指本公司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自愿

接受裁减而给予职工的补偿，在发生当期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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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退休日期间拟支付的内退人员工资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计入当期损益。

（4）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是指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之外的其他所有职工福利。

对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应

缴存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除上述情形外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在

资产负债表日，将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福利义务归属于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并计入当期损益或

相关资产成本。

19、预计负债的核算方法

（1）确认标准：

当与对外担保、未决诉讼或仲裁、产品质量保证、裁员计划、亏损合同、重组义务、固定资

产弃置义务等或有事项相关的业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本公司将其确认为预计负债：

①该义务是本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

②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③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2）各类预计负债的计量方法：按清偿该或有事项所需支出的 佳估计数计量。

20、股份支付

本公司的股份支付分为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1）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按照本公司承担的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确定的负债的

公允价值计量。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授予日以本公司承担负债的公允

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负债。存在等待期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对可行权情况的 佳估计为基础，按本公司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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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取得的服务计入成本或费用和相应的负债。

（2）以权益工具结算的股份支付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以权益

结算的股份支付，在授予日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存

在等待期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

的 佳估计为基础，按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

积。

21、收入确认的原则

（1）销售商品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本公司不再对该商品实施继续管理权和实际

控制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公司，并且与销售该商品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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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劳务总收入和总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公司，劳务的完

成程度能够可靠地确定时，确认劳务收入的实现。在同一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在完成劳务

时确认收入；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

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相关的劳务收入，完工百分比按已完工作的测量（或

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或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认。

（3）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无形资产（如商标权、专利权、专营权、软件、版权等）以及其他资产的使用权而形成

的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确定，并同时满足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

益能够流入公司和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的条件。

22、政府补助

（1）确认原则：政府补助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确认：

①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

②企业能够收到政府补助。

（2）计量：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

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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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计处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

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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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别以下列情况处理：

①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

计入当期损益。

②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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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税法规定对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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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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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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租赁

（1）经营租赁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对于经营租赁的租金，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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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按资产的性质，将用作经营租赁的资产包括在资产负债表中的相关项目内；

经营租赁的租金，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确认为当期损益；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对于经营租赁资产中的固定资产，出租人应当采用类似资产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

对于其他经营租赁资产，应当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进行摊销；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

益。

（2）融资租赁

本公司在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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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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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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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律师费、

差旅费、印花税等初始直接费用，计入租入资产价值；未确认融资费用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

分摊，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在计算 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时，能够取得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的，采用租赁内含利

率作为折现率；否则采用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作为折现率。无法取得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且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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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合同没有规定利率的，采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本公司采用与自有固定资产相一致的折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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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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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成融资租赁的售后租回交易方式下，本公司出售资产的售价与出售前资产的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作为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递延并按资产的折旧进度进行分摊，作为折旧费用的调整。

25、利润分配

本公司税后利润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1）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4）分配利润。

26、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 2018年 6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

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

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

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

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

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

项目列报；股东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2）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本年无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

附注四、主要税项

1、 增值税：按 17%、16%的税率计缴。



东阳普洛康裕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32

增值税税率说明：根据财税[2018]32 号文“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的规定，自 2018 年

5 月 1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1%和 17%税率的，税率

分别调整为 10%、16%。

2、城建税：按应缴流转税额的 5%计缴。

3、教育费附加：按应缴流转税额的 3%计缴。

4、企业所得税：公司执行的企业所得税率为 25%。

5、其他税项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计算缴纳。

附注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除特别指明外，以下期末余额是指2018年12月31日的金额，期初余额是指2017年12月

31日的金额，本期发生额是指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发生额，上期发生额是指2017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发生额。

1、货币资金

项 目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现金 1,936.89

银行存款 352,639.64 221,893.17

其他货币资金

合 计 352,639.64 223,830.06

2、 应收账款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86,148.00

100.0

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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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6,148.00
100.0

0

3、 其他应收款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19,999,401

12
10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合计
19,999,401

.12
100.00

4、存货

项 目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原材料 24,203.96 39,451.43 24,203.96

在产品

库存商品 601,303.99 522,866.11 601,303.99

合 计 625,507.95 562,317.54 625,507.95

5、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待抵扣进项税 16,967.39

合计 16,967.39

6、应付账款

项目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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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400.00 111,545.60

合计 400.00 111,545.60

7、应交税费

税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增值税 1,594.17

合计 1,594.17

8、其他应付款

项目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往来款

押金、保证金 20,160.00

其他

合计 20,160.00

9、实收资本

股东单位名称 期初账面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账面余额

横店集团康裕药业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5,000,0 5,000,000.00

合计 20,000,000.00 15,000,0 5,000,000.00

10、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上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加：会计差错更正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调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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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期初未分配利润

加：本年净利润 43661.2

本年可供分配利润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资本的普通股股利

期末未分配利润

11、营业收入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主营业务收入 549,666.92 777,268.38

其他业务收入

合 计 549,666.92 777,268.38

12、营业成本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主营业务成本 547,019.65 585,607.00

其他业务支出

合 计 547,019.65 585,607.00

13、税金及附加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43.21 249.78

教育费附加 43.20 2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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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21.60 101.4

水利基金 53.37

合 计 108.01 654.33

14、管理费用

类 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咨询费 145,631.07

运杂费 300.00

办公费 230.00

其他 10,737.17 665.18

合计 10,737.17 146,826.25

15、财务费用

类 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利息支出

减：利息收入 3,604.84 1,491.40

其他 1,221.00 2,011.00

合计 -2,383.84 519.60

16、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信息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5,814.07 43,661.20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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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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财务费用

投资损失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存货的减少 -63,190.41 104,734.5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5,068,581.73 -86,746.8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4,870,767.67 4,674.38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809.58 66,3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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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39.64 223,830.06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23,830.06 157,506.82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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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809.58 66,323.24

附注六、或有事项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附注七、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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