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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9      证券简称：ST 罗顿       编号：临 2019-046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二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 年 6月 3 日，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835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并会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就《问询函》所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认真

核实研究和分析，现回复如下： 

一、名门世家项目会计处理问题。回复公告称，对于名门世家项目自 2014 年

以后，公司“将原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变更为按投资权益法核算”；“2014 年

公司变更会计政策，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变更为公允价值

计量模式”，公司对上述变更进行了追溯调整，2014 年公司确认投资收益-79.10 

万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影响-160.42 万元，经营利润影响 81.32 万元。自 2015

年起，“基于谨慎性原则，停止就上海名门世家项目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增值

对公司权益法处理进行调整”。请补充说明：（1）请公司列表说明，自 2006 年

参与名门世家项目以来，各年度具体的会计确认、计量依据、相关处理的具体

会计准则依据和具体条款；（2）请公司列表说明，各年度相关投资性房地产的

具体会计确认、计量依据、相关会计处理的具体会计准则依据和具体条款；（3）

请详细说明 2014 年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

量的原因、追溯调整的具体计算过程、对当年度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影响金额，

及相关会计处理依据、具体条款和合规性；（4）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法转为公

允价值计量后一年即又转为成本法核算，频繁变更会计政策的具体原因、前后

会计政策执行是否一致、计量方法多次转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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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房地产》的要求。请年审会计师认真核查该项目各年度交易事项涉及

的合同文件，并就前述各年度相关会计处理、依据与条款进行核实并逐条发表

意见。 

 公司回复： 

     名门世家项目房屋建筑面积 14,803.72 平米，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山路

202弄 1-3、5-6号，博山路 210-224双号、230-246双号、252-264 双号。2007

年 1月通过竣工验收，并取得验收报告及实测报告。2007年 4月开始筹备招商，

因道路不通，招商情况不理想，2009 及 2010 年仅有少量租金收入，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月进行道路改建、商铺装修，2011年 1月具备对外出租条件。 

2006年 1月 20日, 上海时蓄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时蓄公司)与

公司签订了《房产买卖协议》, 上海时蓄公司将位于浦东新区洋泾 186 号地块中

“名门世家”四期商业广场 A、C区的房产共计 5,606.89平方米出售给公司，暂

定总价为 140,172,250.00 人民币元。 

2006 年 2 月 20 日，依据上海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大华资评报

(2006)第 027 号《上海时蓄企业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评估报告》，公司向上海

时蓄公司购买的房产的最终购买价格为 123,359,600.00 人民币元。 

2006年9月，根据上海投资咨询公司出具的上海名门世家(四期)商业广场 A、

C 区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除需投入上述购买款外，尚需投入

23,610,000.00人民币元对上述房产实施改造装修。2006年度，公司向上海时蓄

公司预付购房款计 146,510,000.00 人民币元。 

2007 年 4 月 26 日，上海时蓄公司与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规定，双方同意终止 2006 年 1 月 20 日双方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协议约

定双方共同经营上海名门世家四期商业广场项目（即名门世家项目），并同意将

公司已经支付的购房款全部转为项目投资款，即公司以上述购买的上海名门世家

(四期)商业广场 A、C区房地产及该房产的装修款共计 146,969,600.00 人民币元

出资，占该项目投资和利润分配的比例为 38.53%，上海时蓄公司以上海名门世

家(四期)商业广场 B、D、E 区房地产价值 234,428,000.00 人民币元出资，占该

项目投资和利润分配的比例为 61.47%。协议约定：双方按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及

承担风险；项目的投资实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挪用；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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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增加或减少投资需经双方同意。 

名门世家项目自 2009年 12月开始建账，设立了专用银行账户，对项目的经

营情况进行单独核算。 

截止 2018 年 9 月名门世家项目尚未完成产权登记。名门世家项目是经政府

批准的洋泾镇 186号危旧房地块改造项目，在住宅分期开发建造过程中，考虑到

原棚户区有较多小商户需要安置，且 1-3期住宅密度较高，故在名门四期规划中

增加了部分商业面积。名门世家项目于 2007 年 1 月竣工验收后由上海时蓄公司

着手申请办理产证事宜。鉴于 186地块是旧城改造项目，上海时蓄公司提出将该

项目列入“危旧房地块改造项目完成后的遗留问题”，申请减免部分土地出让金。

鉴于申请一直未获明确答复，名门世家项目也未办理产权登记。 

（1）自 2006 年参与名门世家项目以来，各年度具体的会计确认、计量依

据、相关处理的具体会计准则依据和具体条款 

2006 年度，公司根据 2006年 1月 20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支付购房

款计 146,510,000.00 人民币元。鉴于该等房产未实际交割，公司将支付的款项

列入预付账款核算。2007 年及以后年度，根据 2007 年 4 月 26 日签订的《项目

合作协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已支付的款项列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2006

年 
2007 年至 2013 年度 2014 年至 2018 年度 

账务

核算

科目 

预付

账款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会计

确认、

计量

方法 

 成本法 权益法 

会计

准则

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财会﹝2006﹞3 号)及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

期股权投资》（财会﹝2014﹞14 号） 

具体

条款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第四条，除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

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

照下列规定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以支付现

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实际支付

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

本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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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应用指南 “四、共同控制经营及共同控制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

排》 

第二条，合营安排是指一项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

第九条，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

营企业。共同经营，是指合营方享有

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

负债的合营安排。合营企业，是指合

营方仅对该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

的合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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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一)共同控制经营： 

企业使用本企业的资产或其他经济资源与

其他合营方共同进行某项经济活动(该经济

活动不构成独立的会计主体)，并且按照合

同或协议约定对该经济活动实施共同控制

的，为共同控制经营。(二)共同控制资产 企

业与其他合营方共同投入或出资购买一项

或多项资产(有关的资产不构成独立的会计

主体)，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对有关的资产

实施共同控制的，为共同控制资产。” 

第十二条，通过单独主体达成的合营

安排，通常应当划分为合营企业。 

第十九条，合营企业的合营方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

权投资》的规定对合营企业的投资进

行会计处理。 

第二十条(一)对该合营企业具有重

大影响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方能够

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

资单位为其联营企业。 

备注 

预付

购买

房产

款 

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

权投资》应用指南明确了共同控制经营及共

同控制资产的核算方法，该核算方法明确

“该经济活动不构成独立的会计主体”、“有

关的资产不构成独立的会计主体”。名门世

家项目具有经济资源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

活动并实行独立核算，该经济活动及相关资

产构成了独立的会计主体，故名门世家项目

的合作方式不在上述准则规范范围内。鉴于

2006 年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并未明确规定名

门世家投资项目的核算方法，基于稳健性原

则，公司将合作经营款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并

按成本法核算。 

名门世家项目《项目合作协议》规定，

罗顿公司与上海时蓄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时蓄公司）共同

经营名门世家项目，双方按出资比例

分享利润及承担风险；项目的投资实

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任何一方不

得擅自挪用；对项目增加或减少投资

需经双方同意。鉴于罗顿公司与上海

时蓄公司共同控制名门世家项目，双

方对该项目的净资产享有权利，且该

项目单独核算，公司认为该种合作方

式可以认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中的合营企业，应当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

股权投资》的规定对合营企业的投资

进行会计处理。另罗顿公司持有的投

资及利润分配利润比例为 38.53%，

对名门世家项目具有重大影响，因

此，将项目列示为联营企业。 

鉴于新准则明确了名门世家项目的

核算方法，公司按新准则要求将合作

经营款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并按权益

法核算。 

 

    （2）请公司列表说明，各年度相关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会计确认、计量依

据、相关会计处理的具体会计准则依据和具体条款 

以下所表述的投资性房地产均为名门世家项目独立核算财务报表（以下简称

名门世家财务报表）所核算的会计科目。 

 1) 各年度相关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会计确认、计量依据、相关会计处理的

具体会计准则依据和具体条款 

 2009 至 2013 年度 2014 年至 2018 年度 

会计确认、计量依

据 
成本模式 公允价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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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

——投资性房地产》（财

会﹝2006﹞3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财会

﹝2006﹞3 号） 

具体条款 

第七条 投资性房地产应

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

量。第九条 企业应当在

资产负债表日采用成本

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

行后续计量，但本准则第

十条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

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第十一条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

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

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十二条 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一经确

定，不得随意变更。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的，

应当作为会计政策变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处理。 

备注  

2014 年 12 月 22 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通过，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采用公

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注：由于名门世家财务报表中按照成本模式核算其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因此自

2014 年起公司需要先按照公司的相应会计政策（即公允价值模式）对名门世家

财务报表进行调整，根据调整后的数据执行权益法核算。 

2) 各年度名门世家财务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存货 380,938,000.00 380,938,000.00       

投资性房地

产原值 
    380,938,000.00 380,938,000.00 380,938,000.00 

投资性房地

产累计折旧 
    3,427,663.68 6,855,327.36 10,282,991.04 

资产合计 380,925,200.10 381,692,130.28 378,888,939.68 376,209,970.56 371,781,425.31 

未分配利润 -167,780.05 -574,231.06 -2,118,011.75 -4,768,862.80 -9,211,198.43 

营业收入 58,032.90 730,771.75 4,402,211.40 4,239,747.50 2,329,251.06 

营业成本   434,629.70 5,024,232.71 5,533,113.17 5,518,414.33 

其中：名门世

家房产折旧 
    3,427,663.68 3,427,663.68 3,427,663.68 

净利润 -167,780.05 -406,451.01 -1,543,780.69 -2,650,851.05 -4,442,335.63 

（续上表）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存货   
    

投资性房地

产原值 
380,938,000.00 380,938,000.00 380,938,000.00 380,938,000.00 380,938,000.00 

投资性房地

产累计折旧 
13,710,654.72 17,138,318.40 20,565,982.08 23,993,645.76 26,564,393.52 

资产合计 370,919,529.44 369,816,554.31 368,601,176.29 371,700,884.09 372,549,7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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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10,162,945.56 -11,300,847.90 -12,394,394.82 -9,390,067.17 -8,454,168.73 

营业收入 6,485,694.18 6,656,991.60 6,470,392.18 9,107,885.93 5,590,505.66 

营业成本 5,501,753.80 5,967,067.93 5,961,956.11 5,939,184.26 4,564,617.87 

其中：名门世

家房产折旧 
3,427,663.68 3,427,663.68 3,427,663.68 3,427,663.68 2,570,747.76 

净利润 -951,747.13 -1,137,902.34 -1,093,546.92 3,004,327.65 935,898.44 

注：名门世家项目 2009年开始独立核算，编制财务报表 

（3）请详细说明 2014 年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变更为公

允价值计量的原因、追溯调整的具体计算过程、对当年度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

影响金额，及相关会计处理依据、具体条款和合规性 

1）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原因 

公司对名门世家项目投资额较大，该项目资产的实际价值对公司资产的真实

性具有重要影响，且 2014 年上海浦东新区的房地产市场日趋活跃，该投资项目

也具有了良好的商业环境，增值潜力逐渐显现，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投资性房地

产的真实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

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有关规定，公司决定采用

公允价值模式对名门世家财务报表所核算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进行会

计政策变更并追溯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2）追溯调整的具体计算过程、对当年度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影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9年及以前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4年及追溯

调整小计 

名门世家评

估值 
171,466,000.00  172,840,297.00  168,360,200.00  199,529,922.58  199,529,922.58  197,390,970.09   

名门世家原

值 
146,510,000.00  146,510,000.00  146,510,000.00  146,510,000.00  146,510,000.00  146,510,000.00   

名门世家公

允价值变动

额 

24,956,000.00  1,374,297.00  -4,480,097.00  31,169,722.58  
 
-2,138,952.49  50,880,970.09 

所得税的影

响额 
6,239,000.00  343,574.25  -1,120,024.25  7,792,430.64  

 
-534,738.12  12,720,242.52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1） 
18,717,000.00  1,030,722.75  -3,360,072.75  23,377,291.93  

 
-1,604,214.37  38,160,727.56 

名门世家净

利润 
-167,780.05  -406,451.01  -1,543,780.69  -2,650,851.05  -4,442,335.63  -951,747.13  -10,162,945.56 

其中：名门世

家房产折旧   
3,427,663.68  3,427,663.68  3,427,663.68  3,427,663.68  13,710,654.72 

折旧抵税 
  

327,412.98  194,203.16    365,311.15  886,927.29 

扣除折旧后

的净利润 
-167,780.05  -406,451.01  1,556,470.01  582,609.47  -1,014,671.95  2,110,605.40  2,660,781.87 

罗顿公司按 -64,645.65  -156,605.57  599,707.89  224,479.43  -390,953.10  813,2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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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比例

(38.53%)享

有的利润(2) 

1,025,199.25  

罗顿公司权

益法确认投

资收益（3）

=(1)+(2) 

18,652,354.35  874,117.18  -2,760,364.86  23,601,771.36  -390,953.10  -790,998.11 39,185,926.82 

长期股权投

资 
165,162,354.35  166,036,471.52  163,276,106.67  186,877,878.03  186,486,924.93  185,695,926.82  

（续上表）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合计 

名门世家评估值 201,204,745.39 197,702,550.25 200,063,172.00 269,911,473.37  

名门世家原值 146,510,000.00  146,510,000.00  146,510,000.00  146,510,000.00   

名门世家公允价值变

动额 
    50,880,970.09 

所得税的影响额         12,720,242.5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 
        38,160,727.56 

名门世家净利润 -1,137,902.34  -1,093,546.92  3,004,327.65  935,898.44  -8,454,168.73  

其中：名门世家房产

折旧 
3,427,663.68  3,427,663.68  3,427,663.68  2,570,747.76  26,564,393.52  

折旧抵税 572,440.34  583,529.19  1,607,997.83  876,661.55  4,527,556.20  

扣除折旧后的净利润 1,717,321.01  1,750,587.57  4,823,993.50  2,629,984.65  13,582,668.59  

罗顿公司按投资比例

(38.53%)享有的利润

(2) 

661,683.78  674,501.39  1,858,684.69  1,013,333.09  5,233,402.20  

罗顿公司权益法确认

投资收益（3）

=(1)+(2) 

661,683.78  674,501.39  1,858,684.69  1,013,333.09  43,394,129.77  

长期股权投资 186,357,610.60  187,032,111.99  188,890,796.69  189,904,129.77   

从上表可以看到，2014 年由于名门世家财务报表所核算的投资性房地产会

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调增公司 2013 年长期股权投资 39,976,924.93 元，调增

2014年初未分配利润 39,976,924.93元。2014 年公司确认投资收益-790,998.11

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影响-1,604,214.37 元，经营利润影响 813,216.26 元

(2,110,605.40*38.53%)。 

3）相关会计处理依据、具体条款和合规性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有关规定变更会计政策并追溯调

整。《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第十条规定：有确凿证据表明投

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

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第十一条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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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

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第十二条规定：

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

值模式的，应当作为会计政策变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四条规定：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

信息可以变更会计政策。第六条规定：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

会计信息的，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将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调整列报前

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余额和列报前期披露的其他比较数据

也应当一并调整，但确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

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2014 年 12 月 22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议通过，公司变更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并采用追溯法进行调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4）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法转为公允价值计量后一年即又转为成本法核

算，频繁变更会计政策的具体原因、前后会计政策执行是否一致、计量方法多

次转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要求 

公司在 2013 年及以前年度的会计政策规定对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按照成本

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名门世家财务报表中相关会计政策与公司会计政策一致。但

2014 年公司变更会计政策，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变更为公

允价值计量模式。由于名门世家财务报表仍按照成本模式对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计量，因此自 2014 年起，公司在编制合并和个别财务报表时需要对名门世

家财务报表中数据进行相应调整，以确保会计政策的一致性。调整包括：还原名

门世家财务报表中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的折旧；根据物业评估报告对名门世家项

目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进行调整；以及上述调整的所得税影响。公司基

于调整后的名门世家项目净资产变动，按照公司出资比例对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进

行账面价值后续调整。 

公司自 2014 年将对于名门世家财务报表所核算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政策

变更为按照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后，并未再次将其改为成本模式。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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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财务报表时，仍会聘请中介机构对名门世家项目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评估，

并按照公允价值调整名门世家项目财务报表，使其会计政策与公司会计政策保持

一致。 

同时因名门世家项目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尚未完成产权登记，考虑到名门世

家项目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增值部分的变现时间和方式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在应用权益法确认对名门世家项目的投资收益时，出于谨慎性考虑，对于

2015 年及之后各期公允价值增值部分形成的收益中公司应享有份额部分，未确

认投资收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对投资性房

地产的计量模式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的，应当

作为会计政策变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处理。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

模式转为成本模式。由于公司自 2014 年后并未变更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

式，也未将公允价值模式转变为成本模式计量，因此公司的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要求。 

经核查，天健会计师认为，公司自 2006 年参与名门世家项目以来，各年度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变更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并采用追溯法

进行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后并未再次转换后续计量方法，相关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

投资性房地产》的要求。 

 

二、所持东洲公司股权会计处理问题。回复公告称，2014 年以前，公司对 

所持东洲公司股权按照成本法核算计入长期股权投资，2014 年后调整至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列报，并按照成本进行核算。请对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关于长

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后续计量的具体规定，补充披露说明：按照成

本法核算所持东洲公司股权的会计处理依据及合规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按照成本法核算所持东洲公司股权的会计处理依据及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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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1月，公司与个人股东投资设立上海东洲罗顿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洲公司)，公司出资 100.00万元，占实收资本 1000.00万元的 10%，伴

随着其他股东增资，公司未进行同比例增资，对东洲公司的持股比例陆续下降至

4.25%。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五条，企业对被投资

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

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应当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2014 年 3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财会〔2014〕14 号），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不再规范原持有

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要求其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如企业没有将某项投资划分为其他三类金融资产，则应将其作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处理，同时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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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成本计量。公司自 2014 年起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

根据准则要求将对东洲公司的投资 100.00 万元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

并按照成本进行核算。 

经核查，天健会计师认为，公司对所持东洲公司股权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建筑施工许可证办理问题。回复公告称，“许可证的办理原计划全权由 

建设单位负责出面办理”，“后因建设单位改变了施工许可证的办理方式，由总

包单位将原有施工许可证办理延期”，“在总包单位原有施工许可证延期手续未

办妥之前，参照核发施工许可证的监管模式实施监管”。请补充披露说明：（1）

目前施工许可证办理具体责任方名称、仍未办妥的具体原因、是否影响施工项

目按期完成；（2）在未办妥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公司施工项目是否实际开展、

后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被行政处罚风险。 

 公司回复： 

（1）目前施工许可证办理具体责任方名称、仍未办妥的具体原因、是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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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施工项目按期完成； 

目前施工许可证办理具体责任方为建设单位六安索伊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施

工许可证仍未办妥的具体原因为索伊大厦项目实行总承包管理制度，前期已办理

施工许可证，目前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拟纳入总承包范围，由建设单位牵头办理施

工许可证的延续和变更，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工程公司”)

了解到目前尚未办理完成。为此上海工程公司咨询了建设单位相关手续办理的进

展情况，包括是否存在障碍，具体办理完成时间等，建设单位答复：鉴于该项目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已经入尾声，且当地政府关于装饰装修工程管理体制正在改革

调整，建设单位与总包单位也一直未就该项目的总包管理费达成一致，故施工许

可证延续、变更手续尚未全部办妥。对于具体的办理进度预期，建设单位并未给

出明确的回复。 

未办妥施工许可证事项不影响施工项目进度按期完成，同时当地政府主管部

门要求此过渡阶段按照核发施工许可证的监管模式实施监管。 

（2）在未办妥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公司施工项目是否实际开展、后续是否

存在违法违规被行政处罚风险。 

由于项目工期紧张，建设单位在申请施工许可证的同时要求上海工程公司开

始施工，因此上海工程公司施工项目已实际开展，并计划于 6月底结束。证照办

理由建设单位和总包单位承担相关责任，上海工程公司不会因为相关问题承担责

任。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6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