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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7                 证券简称：国民技术                     公告编号：2019-011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

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民技术 股票代码 3000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元怡 叶艳桃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宝深路 109 号国民技术大厦 21 层 

传真 0755-86916692 

电话 0755-86916692 

电子信箱 investors@nations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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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集成电路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

和先导性产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以及工业强基工程的

基础，同时也是发展我国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的关键系统、关键应用及关键软硬件产品的重要支

撑。随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深入推进，国内集成电路市场需

求规模进一步扩大，产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保持着

快速发展势头。 

公司以信息安全、低功耗SoC、无线通信连接技术为核心能力，结合移动互联网及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电子核心设备及信息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特点

和市场应用需求，不断提升技术水平，持续投入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等级安全芯片、通用

MCU芯片、以及多种连接技术的无线通信芯片产品，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拓展重点行业大客户，寻求创新突破点，有效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强化核心竞争力。 报

告期内，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国民投资增资入股华夏芯，用以拓展基于异构计算系统的人工智能

SoC芯片技术应用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收购了斯诺实业70%股权，用以探索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方向。

公司新增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02,059,726.51 694,957,148.30 694,957,148.30 -13.37% 706,124,094.84 706,124,09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1,265,752,620.94 -488,035,935.10 -486,579,859.28 -160.13% 101,207,345.09 101,207,34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1,387,203,726.82 -502,892,167.22 -502,648,272.15 -175.98% 76,972,115.43 76,972,1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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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376,300,275.89 -112,590,197.68 -112,590,197.68 434.22% -57,162,333.21 -57,162,33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26 -0.88 -0.87 -160.92% 0.18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26 -0.88 -0.87 -160.92% 0.18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6.00% -17.78% -17.78% -48.22% 3.52% 3.4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元） 3,214,915,392.99 2,960,472,490.26 2,997,560,453.60 7.25% 3,294,161,979.78 3,324,230,67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1,435,726,948.75 2,531,348,428.14 2,562,873,196.98 -43.98% 2,963,461,029.50 2,993,529,722.5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为了更加客观的反映公司持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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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 

2、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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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

现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2017年度会计差错： 

（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①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确认的在建工程与工程进度不一致；②公司将与社保卡相关的推广服

务费计入营业成本中。经核查：①根据经监理方确认的截止 2017 年 12 月 25 日工程进度，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需补确认工程和应付款项人民币 1,942.02 万元；②该类推广服务费与构成产品成本无关，实质为

销售费用，2017 年度计入营业成本的金额人民币 945.65 万元应计入销售费用科目核算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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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的会计处理 

①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部应同时调增在建工程及应付账款金额人民币 19,420,230.03 元。 

②2017 年度公司本部应调减营业成本金额为人民币 9,456,545.67 元，调增销售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9,456,545.67 元。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 

（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2018年9月国民技术大厦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2018年9月30日取得竣工验收报告。大厦完工

之前按成本计量，在“在建工程”科目核算。2018年6月，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

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2018年4月1日起执行。 

国民技术大厦超出自用的部分楼层用于对外经营出租，并按照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对经营出租

楼层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2018 年 9 月大厦完工时公司

将用于出租部分的楼层建造成本与其公允价值的差异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87 亿元，考虑递

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后，影响净利润的金额为 2.44 亿元。 

年审事务所在进行年度审计时，认为国民技术大厦在前期建设过程中，未将计划用于出租楼

层的成本在投资性房地产中核算，且未经董事会决议明确国民技术大厦用于出租。应根据董事会

决议日期与楼层租赁协议约定的出租日孰早，作为自用房地产转换为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的转换日，在转换日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具体的会计处理 

公司需冲减已确认的2.87亿元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用0.43亿元，减少

2018年第三季度的净利润2.44亿元。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5,544,912.72 216,339,513.55 89,280,665.41 100,894,63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07,021.61 -2,308,497.95 -36,875,919.10 -1,241,275,2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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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73,656.54 -5,500,560.56 -39,589,812.52 -1,352,587,01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057,957.84 -140,056,336.85 368,683,453.28 193,731,117.3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2018 年 9 月国民技术大厦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2018 年 9 月 30 日取得竣工验收报告。大厦

完工之前按成本计量，在“在建工程”科目核算。2018 年 6 月，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

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 

国民技术大厦完工时对超出自用部分楼层用于经营出租，并按照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对经营出

租楼层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同时将出租部分的建造成本与其公允价

值的差异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87 亿元，考虑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后，影响净利润的金额

为 2.44 亿元。 

年审事务所在进行年度审计时，认为国民技术大厦在前期建设过程中，未将计划用于出租楼

层的成本在投资性房地产中核算，且未经董事会决议明确国民技术大厦用于出租。应根据董事会

决议日期与楼层租赁协议约定的出租日孰早，做为自用房地产转换为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的转换日，在转换日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因此，公司需对已披露的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据进行更正，冲减已确认的 2.87 亿元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0.43 亿元，减少 2018 年第三季度的净利润 2.44 亿

元。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89,90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81,061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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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迎彤 境内自然人 3.00 16,744,400 12,453,300 0  

刘益谦 境内自然人 1.61 8,992,800  0  

余运波 境内自然人 1.08 6,025,000  0  

刘晓旭 境内自然人 1.04 5,785,367  0  

罗昭学 境内自然人 0.55 3,080,000  0  

金立进 境内自然人 0.54 3,072,822  0  

林永信 境内自然人 0.34 1,918,700  0  

蔡玉叶 境内自然人 0.34 1,900,000  0  

徐宏伟 境内自然人 0.34 1,850,000  0  

赵立国 境内自然人 0.31 1,73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205.9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6,575.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0.13%。收入和利润均下降，主要原

因有：一是报告期内斯诺实业原主要客户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出现偿债风险，历史业务产

生了大额应收款项。尽管公司对相关应收款项采取了保全措施，同时积极寻求多种渠道收回部分

应收款项，但由于应收款项回收期预计进一步延长、不确定性增加，基于更审慎的原则，公司在

报告期内计提了大额坏账准备。同时对收购斯诺实业形成的商誉因其市场销售不及预期且差距较

大，计提了大额商誉减值准备；二是主营业务中金融支付终端、银行卡等应用领域安全主控芯片

等产品，市场步入成熟期，竞争激烈，毛利率降低；三是公司集中精力于芯片、负极材料等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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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开拓，显著降低了系统集成等业务比例，收入和毛利较2017年大幅下滑；四是公司对现有

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并加快新产品布局，研发投入增加，新产品因研发周期较长，尚处于研发阶段，

还未能产生经济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产品及销售情况 

    1、金融安全芯片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 USBKey 安全主控芯片、mPOS 金融支付终端安全主控芯片等产品，

经过多年发展，市场增量放缓或停滞，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不同程度下降，尽管公司产品仍

处于市场领先地位，但受此多种因素影响，销售收入与毛利均出现大幅下降。 

为积极应对安全主控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公司采取措施：（1）通过加载通用化功能，并在新

研制安全主控产品中，提升产品安全性能与通用化性价比，具备更多非安全应用场景的适应性。

除推动具有无线传输功能的芯片产品进入移动网络安全新兴市场外，公司研制的新一代安全主控

产品，结合 USBKey、蓝牙 Key 安全应用，具备了物联网应用所需更多通用功能、更高算法性能、

更低功耗，满足多个产品市场需求。继续保持安全行业市场地位的同时，增加通用市场的空间拓

展；（2）通过形成更具有竞争力的整体解决方案，提高产品服务客户的能力，满足客户更加多样

化的产品需求。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公司以加载无线传输以及非接触式读卡等功能形成整体安

全解决方案，使已经量产品继续保持市场占有率；（3）通过产品测试技术升级、和供应商协同工

艺优化等供应链管理方法，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在市场销售的竞争能力，减少产品价格

下降带来的利润损失。 

2、行业卡芯片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在第三代社保卡、交通卡、电子旅行证件等行业智能卡芯片产品市场，逐步

完成产品导入和业务拓展，已进入量产化和客户交付阶段，收入和毛利均较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

长。电子旅行证件安全主控芯片，是公司首次进入证照芯片市场，产品性能指标通过了严格测试，

已开始小批量试产，是公司市场领域的一个突破。 

3、可信计算产品 

公司可信计算产品是国际可信计算产业中首个来自中国的核心产品，完整支持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的可信应用, 与 Intel 硬件平台可信启动无缝配合。支持多个国内外计算平台应用，支

持高速 SPI 接口, 提供硬件隔离的密码算法服务、平台完整性保护、平台远程身份证明等功能。

该芯片可广泛应用于各类服务器、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嵌入式系统、IoT 设备等终端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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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可信计算业务持续增长，在国内主流 IT 厂商的可信计算芯片及方案产品装机量

持续增加，销售较去年增长 48%。国内商业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85%，并实现了国际市场的销售，

开始为部分国际客户进行小批量供货。 

4、RCC（限域通信）产品 

报告期内，RCC 产品销售与上年同期相比，出货量、业务收入和利润同比有所下降。当前，

基于硬件技术的移动支付市场已不是市场主流方向，市场份额逐步缩减。公司努力挖掘 RCC 技

术载体，包括安全蓝牙 SIM 卡等产品的强安全特性，拓展具有安全需求的行业移动认证市场，探

索该应用领域的拓展。报告期内，在稳固交通、校企等传统行业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安防、电

子政务、电子身份认证等创新应用领域，并取得一定进展。 

5、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品 

随着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智能电网、储能电站等产业新热点迅速推广以及其它领域对高性

能新能源的旺盛需求，国内新能源产业具备发展机遇，但同时由于复杂经济环境影响，新能源产

业也面临巨大挑战。报告期内，斯诺实业原主要客户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以

下合并简称为“沃特玛”）爆发债务危机，一方面主要客户负极材料需求锐减；另一方面在历史

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大笔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极大影响了斯诺实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为降低和化解经营风险，公司立即全力开展应收账款保全及回款工作，经艰难推进，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与此同时，产业链下游偿债能力及履约能力在市场环境的改变下发生了较大变化，

对公司应收款项收回产生不利影响，极大地影响了斯诺实业当期业绩。与此同时，受 2018 年宏

观经济环境及资金政策影响，斯诺实业主要利润增长点内蒙呼和浩特石墨化项目建设进程延后，

经营情况更加艰难。 

尽管已采取了拓展新客户、开发新产品、产业链纵深发展等措施来确保业绩增量，且取得了

一定成果，但基于行业惯例，上下游企业在达成正式合作之前一般需要较长的测试及认证期，受

此滞后效应的影响，报告期内斯诺实业实现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二）、产品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集成电路和新能源行业市场的深刻变化，以及公司主营产品市场出现的

风险与机遇，结合公司核心技术能力，调整产品战略，加快产品迭代和新产品战略布局，以保持

公司既有市场的产品竞争力，和进入大规模新兴市场的产品开发能力。 

1、不断提升产品技术性能指标和产品质量，增强产品功能属性和安全标准。 新一代高工艺

下、应用于 USBKey、蓝牙 Key、安全主控芯片产品已经进入试样阶段，将对保持公司的市场领

先地位、扩展新兴产业应用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并将成为公司在通用化市场中，拓展进入通用

http://www.china-nengyuan.com/product/product_small_14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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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市场的经营效益增长点； 

2、围绕与国际知名 IT 业企业在可信计算领域的紧密合作，把握可信计算标准的升级机遇，

推进可信计算在物联网行业的扩展，公司可信计算芯片产品完成了技术升级，芯片产品已处于量

产阶段； 

3、为进入更大规模的通用芯片产品市场，公司深入研究通用型芯片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竞争

格局，以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传感和智能设备、泛智能硬件和嵌入式应用等新兴物联网市

场巨大增长空间为目标，结合低功耗和安全芯片研发所形成的技术优势，全面开展低功耗通用

MCU 系列芯片新产品研发工作； 

4、进一步扩展创新产品领域，利用公司在人工智能方向的战略投资资源，在基于异构计算平

台的高集成度多核 SoC 人工智能芯片和安全标准方面进行产品开发，丰富创新产品类型和种类； 

5、在嵌入式存储器高端工艺平台上，下一代安全芯片、通用芯片的研发技术能力与水平不断

提升；在半导体制造行业标准化的工艺上，不断提升定制化的批量生产工艺优化能力。公司深入

参与生产制造行业技术开发，以不断提升产品研发竞争力和优质产品的市场化速度。 

6、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以研发设计为主体的新加坡全资子公司，引进和培育新加坡优秀技

术人才，进一步把握当今全球集成电路设计和新兴技术发展方向，提升公司现有技术开发和产品

战略规划能力。  

7、报告期内，斯诺实业建设深圳研发中心、建设江西中试基地、投产内蒙石墨化生产基地，

同时配合引进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在自主研发的同时开展校企合作，通过对石墨负极材料基础

研究和产品应用研究，持续提升公司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研发与制造水平。 

斯诺实业对高容量、长循环硅碳复合材料负极保持持续投入和跟踪，对关键工艺特性的技术

进行研发储备并形成相应的专利和技术成果。优化现有高能量密度高倍率消费类和动力类负极材

料、高性价比动力类负极材料的生产和应用，改进性产品在市场正逐步获得客户的认可。 

（三）、投资情况 

1、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国民电商和国民投

资现金收购斯诺实业 70%股权。2018 年 3 月，按收购协议斯诺实业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完成，斯

诺实业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报告期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子公司国民投资以人民币 1.4 亿元，占股比例 21.37%，

增资参股华夏芯（北京）通用处理器技术有限公司。华夏芯是一家由国家千人计划获得者创立的

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企业，拥有 64 位自主多核异构计算技术，其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安防、智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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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汽车辅助驾驶等领域；其在新一代多核处理器设计方面，拥有多项填补国内空白的核心技术

专利。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将与华夏芯在安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研发方面形成紧密的战略合作

关系。本次对外投资将有助于公司拓展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能力，推动公司产业布局，协同公司

核心业务发展。 

3、2018 年 1 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公司调整与合作伙伴开展化合

物半导体生态产业园和第二/三代集成电路外延片材料项目的合作。子公司国民投资与四川通利能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利能”）共同发起设立的化合物半导体产业园项目公司——成

都国民天成半导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天成产业发展”） 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

元，占比 10%。2018 年 12 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子公司国民投资撤销对国

民天成产业发展的 1,000 万元投资；同时为降低对外投资风险，国民投资终止对尚未设立及实缴

出资的 6 吋第二代和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路外延片项目的 5,000 万元投资。 

（四）、其他经营情况 

2017 年 11 月末，公司遭遇产业基金的合作相关方失联事件，报案后已于 2018 年 1 月取得公

安机关《立案告知书》。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依法决定对涉嫌职务侵

占罪的在逃犯罪嫌疑人代雪峰、徐馨漫妮、张俊琪批准逮捕。同时，公司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索

工作，积极主张权利并尽力挽回损失。  

2017 年 12 月，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进行立案调查。2018 年 5 月，中国证

监会深圳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公司认真

吸取教训，不断完善和强化公司治理，积极整改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调整和优化经营管理体制，持续健全内控体系，加强风险控制管理，规

范治理结构；加大对企业各级员工进行上市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上市公司

监管政策及案例解析的培训工作力度。不断完善和提高公司的法人治理、决策机制、内部控制、

财务规范和信息披露等公司管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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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安全芯片类产品 349,829,017.51 243,665,895.70 30.35% -29.28% -23.31% -5.43% 

负极材料 210,596,468.58 125,237,141.82 40.53%    

贸易业务 14,744,575.48 13,762,641.13 6.66% -91.75% -91.41% -3.68% 

技术服务业务 5,419,099.70 2,998,043.47 44.68% -19.35% 44658.21% -55.22% 

其他 21,470,565.24 5,338,699.86 75.13% 45.16% -12.81% 16.5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为了更加客观的反映公司持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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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公司拟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对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影响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投资性房地产 37,087,963.34 37,476,607.18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63,194.50 5,621,4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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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影响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影响金额 

盈余公积 3,006,869.30 3,006,869.30 

未分配利润 28,517,899.54 28,848,246.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1,524,768.84 31,855,116.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524,768.84 31,855,116.10 

（2）对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合并利润表项目的影响： 

项目 
2017 年度影响金额 2018 年度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426,095.00 316,910.00 

营业成本 -286,935.38 -71,733.84 

所得税费用 256,954.56 58,296.58 

净利润 1,456,075.82 330,347.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56,075.82 330,347.26 

 

2、财政部于 2018 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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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公司已按照该文件

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调整财务报表列报，同时相应调整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不影响公司当期损益，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重述前 重述后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

计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 

应收票据 169,252,400.88  

应收账款 365,196,554.6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34,448,955.53 

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

应收款合并计入其他应收

款项目 

应收利息 5,347,571.6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92,728,173.44 198,075,745.04 

在建工程项目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247,051,696.60 247,051,696.60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

计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应付票据 227,931,447.88  

应付账款 75,221,847.7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03,153,295.65 

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 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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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款合并计入其他应付

款项目 

应付股利 404,460.00  

其他应付款 60,905,977.61 61,310,437.61 

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

目 

管理费用 173,806,866.71 64,004,429.74 

研发费用  109,802,436.97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分别列

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

细项目 

财务费用 -6,543,826.41 -6,543,826.41 

其中：利息费用  7,723.32 

利息收入  7,161,360.54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发生的前期差错更正事项为： 

1、2017年度会计差错 

（1）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确认的在建工程与工程进度不一致；（2）2017 年，公司将与社保

卡相关的推广服务费计入营业成本中。现更正为：（1）根据经监理方确认的截止 2017 年 12 月 25 日工程

进度，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补确认在建工程和应付款项 1,942.02 万元；（2）该类推广服务费与产品成

本构成无关，实质为销售费用，将 2017 年度计入营业成本的 945.65 万元更正为计入销售费用科目核算。

对比较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调整前期初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调整后期初金额 

在建工程 227,631,466.57 19,420,230.03 247,051,696.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5,801,617.74 19,420,230.03 75,221,847.77 

营业成本 493,416,932.95 (9,456,545.67) 483,960,387.28 

销售费用 63,482,086.16 9,456,545.67 72,938,631.83 

2、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 

2018年9月国民技术大厦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2018年9月30日取得竣工验收报告。大厦完工

之前按成本计量，在“在建工程”科目核算。2018年6月，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自2018年4月1日起执行。 

国民技术大厦超出自用的部分楼层用于对外经营出租，并按照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对经营出租

楼层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2018 年 9 月大厦完工时公

司将用于出租部分的楼层建造成本与其公允价值的差异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87 亿元，考虑

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后，影响净利润的金额为 2.4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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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审事务所在进行年度审计时，认为国民技术大厦在前期建设过程中，未将计划用于出租楼

层的成本在投资性房地产中核算，且未经董事会决议明确国民技术大厦用于出租。应根据董事会

决议日期与楼层租赁协议约定的出租日孰早，作为自用房地产转换为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的转换日，在转换日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因此，公司需对已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据进行更正，冲减已确认的2.87亿元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用0.43亿元，减少2018年第三季度的净利润2.44亿元。 

受影响报表项目名称 
调整前 

2018 年 9 月 30 日/2018
年 1-9 月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 

2018 年 9 月 30 日/2018
年 1-9 月金额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87,657,765.22 -287,023,945.22 633,820.00 

所得税费用 48,153,811.63 -43,053,591.78 5,100,219.85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

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江西斯诺新能源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内蒙古斯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NATIONS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Pte Ltd. 新投资设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

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成都国民天成半导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丧失控制权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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