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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0]第 ZA377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贵所出具的《关于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收悉。根据贵所提出的相关问题，本会计师事务所本着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进行了逐项

回复，具体回复内容如下： 

 

3、报告期内，PPP 项目投资部分收入同比增幅 73.99%，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部

分收入的来源，及其确认和计量的依据，是否存在按照 PPP 协议约定预计收益确认收益的

情形；（2）请结合同行业公司的会计处理惯例、PPP 项目协议约定、同类 PPP 项目实际

回报说明相关收入确认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1）该部分收入的来源，及其确认和计量的依据，是否存在按照 PPP 协议约定预计

收益确认收益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分行业的营业收入中，PPP 项目投资收入明细如下： 

构成明细 收入金额（万元） 

资金回报收入 86,212.16 

投资顾问收入 8,877.06 

小计 95,089.22 

1、资金回报收入 

根据 PPP 合同约定确认及计量的项目工程建设费及其他费用的资金回报、社会资本方

注册资本金财务费用等。PPP 项目的回报模式包括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

等，具体涵盖项目建设总投资（含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及其资金回报、融资成本、税费、建

设单位管理费、运营维护成本及必要的合理回报等。由于 PPP 项目的投融资责任由社会资

本承担，政府方会通过约定的回报方式给社会资本投入的资金合理回报，一般以基准利率为

基数上浮一定比例作为未来的回报条件。报告期内，公司 PPP 项目处于建设期及运营期，

年报披露的收入即根据 PPP 合同条款约定计算确认的工程建设费及其他费用的资金回报、

社会资本方注册资本金财务费用等。 

以公司澧县城区路网建设工程（一期）PPP 项目为例，合同约定回报以单个子项完工开

始起按年计算，在运营期内以等额本息的方式于每年 12 月份支付，建设工程费用及其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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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率以中国人民银行 5 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固定比例，并随基准利率浮动。根

据第三方单位确认的产值作为计息基数，以约定回报率按进度每月确认资金回报。 

2、投资顾问收入 

公司一部分 PPP 项目与其他施工企业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该部分项目由联合体或其

他建筑施工企业承担项目建设施工，公司作为联合体施工企业的投资顾问，根据投资股份协

议约定向联合体单位收取投资顾问费的方式获得 PPP 项目投资收益。 

以公司温州市鹿城区瓯江绕城高速至卧旗山段海塘道路 PPP 项目为例：公司与项目战

略合作人华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投顾协议，按该项目施工产值的一定百分比向其收

取投资顾问费。确认时，根据第三方单位确认的产值作为计算基数，月投资顾问费为月度合

格工程量乘以费率。 

综上所述，公司 PPP 项目投资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确认及计量合理。 

（2）请结合同行业公司的会计处理惯例、PPP 项目协议约定、同类 PPP 项目实际回

报说明相关收入确认的合理性。 

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①中国中铁 

根据中国中铁的公告，PPP 项目在资金投入、建设施工、后期运营、收益核算等环节的

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一）资金投入（项目公司设立） 

中铁三局根据 PPP 项目相关协议单独出资或与其他投资方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根

据 PPP 项目合同以及 PPP 项目公司章程规定，中铁三局能够控制项目公司或者对其施加重

大影响，将注入项目公司的资本金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确认，分别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作后续

计量。对于能够控制的项目公司，中铁三局将其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对于无法控制或影

响实际的生产经营的项目公司中铁三局将其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 

项目公司根据实际收到的出资额计入实收资本。 

（二）建设施工、后期运营 

1、建设施工、运营环节，按《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整合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之“第 15 章收入”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建造期间，项目公司对所提供的建造服

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确认收入和费用，差额即为收益或亏损。 

2、基础设施建成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相关规定确认与后续运营

服务相关的收入。 

建造合同收入按照收取或应收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并在确认收入的同时，分以下情况

进行会计处理： 

（1）合同规定基础设施建成后的一定时期内，项目公司可以无条件地自合同授予方收

取确定金额的货币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或在项目公司提供运营服务的收费低于某一限定金额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回复 

 

问询函回复 第3页 

的情况下，合同授予方按照合同规定负责将有关差价补偿给项目公司的，作为金融资产确

认。 

（2）合同规定项目公司在有关基础设施建成后，从事经营的一定期间内有权利向获取

服务的对象收取费用，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构成意向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作为无

形资产确认。 

上述过程如发生借款利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的规定处理。 

3、项目公司不提供实际建造服务，将基础设施建造发包给其他方的，不确认建造收

入，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款等考虑合同规定，分别确认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 

4、按照合同规定，企业为使用有关基础设施保持一定的服务能力或在移交给合同授予

方之前保持一定的使用状态，预计将要发生的支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

项》的规定处理。 

5、按照特许经营权合同规定，项目公司提供不止一项服务（如既提供基础设施建造服

务又提供建成后运营服务）的，各项服务能够单独区分的，其收取或应收的对价按照各项服

务的相对公允价值比例分配给所提供的各项服务。 

（三）收益环节 

1、金融资产情况下：公司对建设期内合同授予方给予的利息补偿，作为收入，发生的

借款费用列入成本，差额即确认收益或亏损；运营期内，按实际确认运营收入和运营成本，

差额即为收益或亏损。 

2、无形资产情况下：运营期内，全部现金流入作为运营收入，并按相关规定进行无形

资产摊销计入成本，差额即为收益或亏损。 

②新疆交建 

根据新疆交建的公告，对于 PPP 项目，公司在建设施工阶段和运营收益阶段的主要会

计处理如下： 

（一）建设施工阶段 

如果公司作为 PPP 项目的施工单位，则在此期间，公司对于所提供的建造服务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确认相关的收入和费用。项目公司按照建造过程中支

付的工程价款等，确认相应的金融资产。 

（二）运营、收益阶段 

1、金融资产初始成本收回（如有）：根据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

按照摊余成本的方法计量每期的初始成本收回金额； 

2、利息收入（如有）：根据各会计期间期初金融资产的余额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各

会计期应确认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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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营收入：各会计期间，根据合同约定的运营、维护、养护等费用，按照合同约定

的绩效考核方式，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确定的可获取收入确认为运营收入。公司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确认与后续运营服务相关的收入。 

4、政府回款：按照实际结算的政府回款，冲销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 

龙元建设对于 PPP 项目，公司在建设施工阶段和运营收益阶段的与收入相关的主要会

计处理如下： 

（一）PPP 业务带来的工程施工业务收入 

1、公司作为 PPP 项目的施工单位，则在此期间，对于所提供的建造服务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确认相关的收入和费用。建造合同收入应当按照收取或应收

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同时确认金融资产：合同规定基础设施建成后的一定时间内，项目公

司可以无条件地自合同授予方收取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或在项目公司提供

经营服务的收费低于某一限定金额的情况下，合同授予方按照合同规定负责将有关差价补偿

给项目公司的，应当在确认收入的同时确认金融资产，所形成金融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进行处理。 

2、公司未提供实际建造服务，将基础设施建造发包给其他方的不应确认建造服务收

入，应该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款等考虑合同规定，确认为金融资产。 

（二）PPP 业务带来的投融资收益 

公司对 PPP 项目合同约定的政府给予的资金回报（即利息补偿）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确认相关的收入；发生的融资成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

用》确认成本费用。 

（三）PPP 业务带来的投资顾问收入 

由于公司承揽 PPP 项目的定位是社会资本方，即 PPP 项目投资人，因此公司承揽 PPP

项目的类型不受限于公司既有的施工资质范围，一部分项目公司不承担项目的全部施工职

责，而是公司与其他施工企业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并作为联合体施工企业的投资顾问，该

部分项目由联合体或其他建筑施工企业承担项目建设施工，公司通过向联合体单位收取投资

顾问费的方式获得 PPP 项目中标建设投资报价和项目实际建设投资成本之间的差额部分收

益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确认相关的收入。 

（四）PPP 业务带来的运营收益 

PPP 项目中社会资本需要承担项目的运营维护责任，政府会根据协议约定通过支付运营

维护绩效服务费的方式支付。社会资本通过专业化和属地化管理，可以通过项目运营维护获

得一定的盈利。各会计期间，根据合同约定的运营、维护、养护等费用，按照合同约定的绩

效考核方式，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确定的可获取收入确认为运营收入。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确认与后续运营服务相关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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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项目协议约定：合同主体--政府方和项目公司（社会资本）、项目名称及内容、项

目合作期（包含建设期和运营维护期）、运营维护内容。政府付费机制（包含项目总投资、

融资成本、税费及必要的合理资金回报）等。其中对政府付费机制，一般包括政府付费、使

用者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等。合同明确约定了上述金额的计算公式及支付时点。 

综上所述，公司对 PPP 项目的相关收入确认符合行业惯例。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上述公司说明，这些信息与我们执行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获得的

信息基本一致。 

针对 PPP 项目的营业收入，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获取 PPP 项目合

同、经第三方审计/监理确认的工程建设费产值计量表、工程建设其他费支付的单据、社会

资本方投入注册资本的相关单据及文件等，根据合同条款约定，逐笔测算各项目应确认的资

金回报，经测算，公司 PPP 项目投资收入确认及计量正确。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 PPP 项目营业收入存在异常情况。 

 

4、报告期内，PPP 项目投资部分的营业成本为 8.06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

部分成本的主要构成；（2）2017-2019 年度，PPP 项目投资部分的毛利率分别为

72.13%、17.73%、15.19%，请说明其毛利率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收入、成本的

确认政策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公司回复： 

（1）该部分成本的主要构成； 

公司 2019 年报披露 PPP 项目投资部分的营业成本为 8.06 亿元，该部分成本的主要构成

为融资成本，具体分为： 

项目 成本金额（万元） 

融资利息支出 69,471.15 

银行咨询服务费 11,169.77 

合计 80,640.92 

1、融资利息支出：PPP 项目的投融资由社会资本承担，相应的融资利息支出公司计入

营业成本。 

2、银行咨询服务费：PPP 项目的投融资由社会资本承担，公司向银团/银行取得债务资

本，通过贷款资金合同，银团/银行按照商定的承诺条款为公司提供相应数额的融资或授信

额度等承诺服务，同时向公司收取一定的咨询服务费。 

（2）2017-2019 年度，PPP 项目投资部分的毛利率分别为 72.13%、17.73%、

15.19%，请说明其毛利率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收入、成本的确认政策是否存在

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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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 PPP 项目投资的收益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1、PPP 业务带来的投融资收益。由于 PPP 项目的投融资责任由社会资本承担，政府方

会通过约定的回报方式给社会资本投入的资金合理回报，一般以基准利率为基数上浮一定比

例作为未来的回报条件。PPP 协议中对于项目投资本金、投资回报率、资金占用时间以及资

金回报计算公式等均分别进行了明确的约定。项目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以及 PPP 协议中约定的资金回报计算方式及确认时点确认收入，并根据对应融资利率

确认成本。 

2、PPP 业务带来的投资顾问收入。由于公司一部分项目不承担项目的全部施工职责，

而是公司与其他施工企业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并作为联合体施工企业的投资顾问，该部分

项目由联合体或其他建筑施工企业承担项目建设施工，公司通过向联合体单位收取投资顾问

费的方式获得 PPP 项目中标建设投资报价和项目实际建设投资成本之间的差额部分收益。 

PPP 项目公司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的确认均按照上述原则实施。 

2017-2019 年度 PPP 项目投资部分的毛利率变动较大的原因主要为： 

1、PPP 项目公司前期使用公司自有资本金拨付前期费及建安费，项目融资落地及项目

公司资本金使用完毕时，使用银团借款支付后续各项费用。借款费用根据借款协议利率规定

及实际提款金额按照权责发生制计算计入项目公司营业成本。而前期使用自有资本金时，该

阶段并无资金成本，所以前期反映 PPP 项目投资毛利较高。 

由下表所示，近三年 PPP 项目有息负债规模随着项目的落地实施呈递增状态，因此

PPP 项目投资营业成本也逐步随之提升。 

单位：亿元 

科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91 5.10 0.11 

长期借款 129.15 82.80 44.10 

合计 144.06 87.90 44.21 

2、各个 PPP 项目合同中对资金占用的时间，资金回报的时间规定都有所不同，主要分

为三大类：（1）项目在建设期时就开始计算资金回报；（2）项目在建设期不计算资金回

报，进入运营期后才开始；（3）在项目融资到位后开始计算资金回报。 

各 PPP 项目合同对计算资金回报时间规定的不同，导致部分项目公司在融资落地后，

建设期没有收入，但随着提取借款累计金额的提升，所承担的融资成本上升。从而导致 PPP

项目投资毛利率变动较大。 

综上所述，公司 PPP 项目相关收入、成本的确认政策不存在重大变化。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上述公司说明，这些信息与我们执行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获得的

信息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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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PPP 项目营业成本，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a、获取 PPP 项目合

同、经第三方审计/监理确认的工程建设费产值计量表、工程建设其他费支付的单据、社会

资本方投入注册资本的相关单据及文件等，根据合同条款约定，逐笔测算各项目应确认的资

金回报，经测算，公司 PPP 项目投资收入确认及计量正确；b、获取贷款合同，逐笔测算相

应融资成本的；获取企业信用报告，逐笔核对贷款信息；并实施函证程序。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 PPP 项目的成本核算存在异常情况，未发现收入、

成本的确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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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0 年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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