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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9]第 28-00017 号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18 年度、

2017 年度、2016 年度申报财务报表及附注的基础上，审核了后附贵公司编制的相应期间的

非经常性损益表情况。 

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 2018 年度、2017 年度、2016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

经常性损益[2008]》的有关规定。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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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43 号公告《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表，并负

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以使非经常性损益表不存在由

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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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表的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非经常性损益表发表审核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非经常性损益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重新核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发行股票并上市申报之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

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我们同意将本审核报告

作为贵公司申请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邓小强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郝东升 

 

二○一九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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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号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一 -895,232.20 -455,564.93 -169,552.0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二 98,223,081.50 54,650,429.06 43,498,493.9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443,369.63 -94,936.80 -208,60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收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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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注释号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333,130.19 33,248.66 473,320.1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三 1,230,738.07 5,206,928.81 47,465,412.69 

非经营性损益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的合计  97,782,087.55 59,340,104.80 91,059,074.63 

减：所得税影响数  20,940,997.80 8,922,608.68 14,164,900.97 

减：少数股东影响数  21,745,583.02 8,252,460.94 8,720,023.34 

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影响数  55,095,506.73 42,165,035.18 68,174,150.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561,844.42 68,155,890.76 22,455,3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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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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主要项目说明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43 号公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相关规定，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 2018 年度、2017

年度、2016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中主要项目说明如下： 
 

一、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处置固定资产收益 -895,232.20 -455,564.93 -169,552.08 

合计 -895,232.20 -455,564.93 -169,552.08 

 

二、政府补助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47,675,814.23 24,291,031.06 24,745,836.23 

拆迁补偿款 24,860,000.00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互联网+”项目 7,556,561.09 769,230.77  

科技企业研发费用补助 4,400,000.00   

科技重大专项 2,000,000.00  1,000,000.00 

科技小巨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补助 814,000.00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市级奖励 700,000.00   

科技创新优秀企业奖励 500,000.00   

产业聚集区科研服务平台专项资金 500,000.00   

企业技术中心的补助资金  4,300,000.00  

传感器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3,000,000.00  

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  3,000,000.00 2,750,000.00 

传感器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2,000,000.00  

郑州气体检测仪表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2,000,000.00  

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  1,670,000.00  

国家传感器智能制造项目  1,300,000.00 1,092,000.00 

科技计划项目经费   2,000,000.00 

河南省瞪羚企业项目补助经费   1,000,000.00 

其他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 9,216,706.18 12,320,167.23 10,910,657.67 

合计 98,223,081.50 54,650,429.06 43,498,4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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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中属于非经常性

损益的部分 
1,230,738.07 498,428.81 302,644.53 

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   41,123,169.36 

收购子公司或有对价形成的投资收益  4,708,500.00  

处置子公司形成的投资收益   6,039,598.80 

合计 1,230,738.07 5,206,928.81 47,465,412.69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项目 

报告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中列入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理由： 

2018 年度 

项目 涉及金额 理由 

软件企业增值税退税 7,198,576.49 退税收入持续发生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 1,189,415.41 退税收入持续发生 

其他退税 283,000.00 退税收入持续发生 

2017 年度 

项目 涉及金额 理由 

软件企业增值税退税 4,881,358.69 退税收入持续发生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 2,287,284.76 退税收入持续发生 

其他退税 631,089.37 退税收入持续发生 

2016 年度 

项目 涉及金额 理由 

软件企业增值税退税 5,471,038.74 退税收入持续发生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 1,828,262.05 退税收入持续发生 

其他退税 401,393.28 退税收入持续发生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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