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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寺字[2019]3946号

美子菅口金辰机械股分有限公司

2018年度会汁政策交更的寺項悦明

上海証券交易所 :

我↑]接受委托 ,対菅口金辰机械股伶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金辰股分公司)2018

年度財努扱表逃行了申汁,井千 2019年 4月 17日 出具了会申字[2019]3941号 林准

元保留意見的申汁扱告。現就金辰股倫公司会汁政策変更情況遊行寺項説明。

按照財政部、中国II券監督管理委員会和上海II券交易所及金辰股分公司内控

制度等相美規定要求 ,会it政策交更在径批准申核后逃行碗決、汁量和信息披露

是金辰股分公司管理展的責任。

我↑]的責任是按照上海II券交易所的有美規定 ,就金辰股分公司此次会汁政策

交更的相美情侃出具寺項説明。我↑]対寺項悦明執行的主要程序均 2018年度財各

扱表申it一井逆行。

一、会汁政策交更原因、具体内容及会汁処理

(一 )変更原因

2018年 6月 15日 ,財政部友布了 《美子修汀印友 2018年度一般企並財各扱

表格式的通知》(財会 (2018)15号 ),対一般企立財努扱表格式逃行了修汀。

根据上述修汀要求,公司対相美会汁政策内容遊行了凋整 ,井按照核文件規

定的一般企並財雰扱表格式 (道用千尚未執行新金融准只J和新 Lll入准只J的企立 )

編制公司的財各扱表。

(二 )具体 内容及会汁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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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財政部的上述修汀要求,対財雰扱表相美科 目逃行列扱調整,井対

可しヒ会汁期同的比較数据逆行了調整,具体情況如下 :

1、 在資声負債表中新増 “庇 llt票据及庇 1文敗款 "項 目,杵資声負債表中原

“成 Lll票据 "和 “成 1文敗款 "項 目合井 il―入核新増的項目;

2、 杵資声負債表中原 “泣 lll利 息 "、 “庄 1文股利 "和 “其他泣 lll款 "項 目合

井汁入 “其他成 1文款 "項 目;

3、 杵資声負債表中原 “固定資声清理"和 “固定資声 "項 目合井汁入 “固定

資声 "項 目;

4、 格資声負債表中原 “工程物資"和 “在建工程 "項 目合井汁入 “在建工

程 "項 目;

5、 在資声負債表中新増 “庇付票据及庇付敗款 "項 目,杵資声負債表中原

“鹿付票据 "和 “泣付朕款 "項 目合井it入核新増的項 目;

6、 杵資声負債表中原 “座付利息 "、 “成付股利 "和 “其他庄付款 "項 目合

井汁入 “其他庇付款 "項 目;

7、 将資声負債表中原 “寺項庄付款 "和 “K期庄付款 "項 目合井汁入 “K期

泣付款 "項 目;

8、 在利洞表中新増 “研友費用 "項 目,杵利洞表中原汁入 “管理費用"項 目

的研友費用単独在核新増的項 目中列示 ;

9、 在利洞表中 “財勢費用 "項 目下新増 “利息費用"和 “利息 1文入 "明劉項

目,分別反映企立力等集生声径菅所需資金等而友生的庄予費用化的利息支出和

企並碗汰的利息収入。

二、会汁政策変更対公司的影的

本次会汁政策交更,是対資声負債表及利洞表列扱項 目及其内容倣出的調整 ,

対公司財各状況、径菅成果和現金流量不声生影噛。

清拍描報告首ズニ往偶核対各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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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イ|]決力 ,金辰股分公司上述会it政策交更符合公司実際情況 ,

合企立会汁准只J的相大規定。

中国注朋会itりT:

中国注朋会 itりT:

2019年 4月 17日

清担描報告首頁二窄 IE」 核対各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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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姪曹場所

掘調 炊

成 立 日 期

合 秋 期 限

峰 菅 苑 国

在銭相碍荻取洋細倍息

提示:毎年1月 1日 至6月 30日 通達企立倍用倍息公示系統

横送上一年度年度推告井公示 .

称 争普

北京市西 号llt_外径貿大慶901-22至

901-26

肖厚友

2013年 12月 10日

2013年 12月 10日 至 K期

登 t選 机 美

(2-1)

会倍用代鶴 91H01020854927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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