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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7       证券简称：驰宏锌锗      公告编号：临 2019－007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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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将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调整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包括对

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含减值）等，对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

益进行调整，并于 2019 年一季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上述会计

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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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司将对期初及上年（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

润均无影响。 

 鉴于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形成的应收款项

基本不存在收回的坏账风险，为使公司的会计估计更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将对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的计提方法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无

影响；对公司 2018 年度个别财务报表，预计将减少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2,010,477.00 元，减少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37,691,669.30 元，减少递延所得税资

产 7,455,321.95 元，增加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 42,246,824.35 元。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驰宏锌锗”）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为了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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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以上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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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8〕15 号通

知”）等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事项 

1、根据财政部于 2017年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于 201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财政部对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

产减值准备； 

（3）初始确认时，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

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

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

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2、根据财会[2018]15 号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

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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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归

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 “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

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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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

“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2）利润表：将“管理费用”项目分拆至“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二

个项目列报；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

目列报。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公

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修订后及新颁布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适用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

金融工具相关信息，公司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修订后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公司将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调整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包括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含减值）

等，对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并于 2019年一季报起按

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

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2、执行财会[2018]15 号通知对公司的影响 

执行财会〔2018〕15 号通知对公司期初及上年（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度）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118,866,490.4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3,238,865.18 

应收账款 34,372,374.76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82,286,518.74 应收股利 1,400,000.00 

其他应收款 380,886,518.74 

固定资产 11,815,124,557.17 
固定资产 11,815,124,557.17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3,436,528,558.19 
在建工程 3,440,916,489.52 

工程物资 4,387,931.33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68,796,872.98 

应付账款 1,268,796,8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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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71,235,243.17 

其他应付款 384,717,607.65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13,482,364.48 

管理费用 1,029,343,346.66 
管理费用 1,010,653,544.96 

研发费用 18,689,801.70 

除上述项目列报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

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影响。 

二、会计估计变更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1、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从前次定期报告披露后的第一个会计期间开始执行，即公司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自2018年10月1日起执行。 

2、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形成的应收款项，基本

无资金回收风险，将其与其他不同风险水平的应收款项按照原统一的坏账准备

计提方法计提坏账准备，不能客观反映合并范围内公司间的往来款的可回收情

况。 

因此，公司拟将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单独作为一个组合，对合并范围内关

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对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坏

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

计提方法 

本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 100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

收款项。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

值的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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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

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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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定依据、坏账准备计提

方法 

①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以及金额重大但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

项，按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组。这些信用风险通

常反映债务人按照该等资产的合同条款偿还所有到期金额的能力，并且与被检

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测算相关。 

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②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按组合方式实施减值测试时，坏账准备金额系根据应收款项组合结构及类

似信用风险特征（债务人根据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力）按历史损失经验及目

前经济状况与预计应收款项组合中已经存在的损失评估确定。 

不同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项    目 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下同） 5 5 

1-2年 10 10 

2-3年 20 20 

3-4年 30 30 

4-5年 40 40 

5-6年 50 50 

6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

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导致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非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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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的特征，如：应收关联方款项；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

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等。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变更后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如下：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

计提方法 

本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 100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

收款项。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

值的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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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

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2）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定依据、坏账准备计提

方法 

①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以及金额重大但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

项，按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组。这些信用风险通

常反映债务人按照该等资产的合同条款偿还所有到期金额的能力，并且与被检

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测算相关。 

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其他组合 根据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 

②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按组合方式实施减值测试时，坏账准备金额系根据应收款项组合结构及类

似信用风险特征（债务人根据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力）按历史损失经验及目

前经济状况与预计应收款项组合中已经存在的损失评估确定。 

不同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项    目 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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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计提方法 

其他组合 对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等不计提坏账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下同） 5 5 

1-2年 10 10 

2-3年 20 20 

3-4年 30 30 

4-5年 40 40 

5-6年 50 50 

6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

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导致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非重大

应收款项的特征，如：应收关联方款项；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

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等。 

（二）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形成的应收款项，基本

不存在收回的坏账风险。因此，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作

为单独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使公司个别

财务报表的财务信息更为客观。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对于该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对公司2018年度个别财务报表，预计将减少期

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2,010,477.00元，减少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37,691,669.30元，

减少递延所得税资产7,455,321.95元，增加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42,246,824.35元。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政

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

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8]15号通知规定，对公司期初及上年（2017年

12月 31 日/2017 年度）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符合财政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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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影响。同意公司上

述会计政策变更。 

鉴于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形成的应收款项基

本不存在收回的坏账风险，公司对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坏

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进行变更，将使公司的会计估计能更客观、公允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此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

——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的相关规定进行

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

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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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对公司期初及上年（2017年 12月 31日/2017 年度）

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符合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公司资产总额、

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影响。 

鉴于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形成的应收款项基

本不存在收回的坏账风险，公司对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坏

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进行变更，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五、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驰宏锌锗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九十三号一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的规定编制的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公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的

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