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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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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涉及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印发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以下简称“会

计准则 22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

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23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24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

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37号”）。在境内外同时

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018 年 6月 15 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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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修订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

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 

基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及修订，公司拟对原会计政策作相应变更，并按照

上述文件规定的施行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一）财政部对会计准则 22号、会计准则 23号、会计准则 24 号和会计准

则 37号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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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

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以更

加及时、足额的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

动； 

4、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二）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

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是归并原有项目：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项目； 

（2）“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 

（6）“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2、利润表主要是分拆项目，并对部分项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同时简化

部分项目的表述： 

（1）新增“研发费用”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

目； 



（2）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

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3）“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行项目、“营业

外支出”行项目核算内容调整； 

（4）“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

份额”简化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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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

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账款与应收

票据合并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18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890,139,800.34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682,898,409.86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18年 12月 31日列示金额 886,778,854.12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682,583,413.84 元。 

将应收利息、应收

股利归并为“其他

应收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71,581,746.03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38,863,480.16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81,555,626.03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49,673,406.13 元。 

将固定资产清理归

并为“固定资产”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 2018年 12月 31 日列示金额 205,808,978.24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213,667,881.76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187,142,542.92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192,875,245.91 元。 

将工程物资归并为

“在建工程”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 2018年 12月 31 日列示金额 9,222,748.44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238,091.39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4,353,900.36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238,091.39 元。 

将应付账款与应付

票据合并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2018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530,840,538.71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360,288,522.97 元。母公司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528,485,452.24 元，2017 年 12月 31 日列示金额

359,068,382.45 元。 

将应付利息、应付

股利归并为“其他

应付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84,351,994.76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10,676,370.95 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 2018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83,334,203.21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9,560,758.36 元。 

将专项应付款归并

为“长期应付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0.00 元，2017 年 12月 31

日列示金额 0.00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0.00 元，2017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0.00 元。 

新增研发费用报表

科目，研发费用不

再在管理费用科目

核算 

本期合并利润表研发费用列示金额为 63,544,767.86 元， 追溯调整上期合并利润表

增加研发费用 48,526,963.93 元，减少管理费用 48,526,963.93 元。 

本期母公司利润表研发费用列示金额为 63,502,844.85 元， 上期母公司利润表增加

研发费用 48,526,963.93 元，减少管理费用 48,526,963.93 元。 

财务费用项目下新

增利息收入、利息

费用项目 

2018年度及 2017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利息收入列示金额分别为 23,244,240.66元及

4,883,133.16 元，利息费用列示金额分别为 0.00 元及 2,532,448.21 元。 

2018 年度及 2017 年度母公司利润表利息收入列示金额分别为 23,209,874.95 元及

4,873,512.12 元，利息费用列示金额分别为 0.00 元及 2,532,448.21 元。 

其他说明 

(1)本公司自 2018 年 1月 1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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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上表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的

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涉及以前

年度的追溯调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

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监管规定，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不产生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六、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执行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进行的合

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新会计准则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