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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L i x i n Z h o n g l i a n  C P A s ( S P E C I A L  G E N E R A L  P A R T N E R S H I P )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0]皖-0066 号审计报告 

2 

 

 

 

审 计 报 告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0]皖-0066 号 

北京时代智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时代智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时代智金）

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0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10 月的利润表、现

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北京时代智金 2020年 10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年 1-10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北京时代智金，并履行了职业道

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

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北京时代智金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的

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北京时代智金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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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时代智金、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北京时代智金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

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

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

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

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

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

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

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

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

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

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北京时代智金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

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

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

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

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北京时代智金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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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

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安徽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合肥市   2020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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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产 负 债 表 
                                        企财 01 表 

编制单位：北京时代智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0 年 10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五（一） 2,397,771.84  2,391,661.3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五（二） 27,449.64  23,153.81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五（三） 24,000.00  32,840.00  

流动资产合计  2,449,221.48  2,447,655.19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五（四） 631,461.17  638,726.57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五（五）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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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中：特准储备物资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1,461.17  638,726.57  

资产总计  3,080,682.65  3,086,381.76  

 

项    目 附注 2020 年 10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五（六）   

    应交税费 五（七） 2,188.82  3,382.79  

    其他应付款 五（八） 30,058.46  59,834.80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2,247.28  63,217.5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32,247.28  63,217.5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五（九） 2,000,000.00  2,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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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其中：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7,717.46  17,717.46  

        其中：法定公积金 五（十） 17,717.46  17,717.46  

              任意公积金    

    未分配利润 五（十一） 1,030,717.91  1,005,446.7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048,435.37  3,023,164.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3,080,682.65  3,086,3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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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润  表 
                                         企财 02 表 

编制单位：北京时代智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0 年 1-10 月 2019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五（十二） 458,613.87  863,359.88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五（十二）  3,660.00  

          税金及附加 五（十三） 863.00  983.40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五（十四） 419,032.91  723,805.53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五（十五） -4,709.84  -6,930.99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五（十五） 5,359.85  7,070.19  

      加：其他收益 五（十六） 3,754.45  25,900.8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五（十七） -20,000.00  20,728.7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182.25  188,471.5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7,182.25  188,471.51  

    减：所得税费用 五（十八） 1,911.05  11,296.8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5,271.20  177,17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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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5,271.20  177,174.62  

        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七、综合收益总额  25,271.20  177,174.62  

八、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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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金 流 量 表 
                                          企财 03 表 

编制单位：北京时代智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0 年

1-10 月 

2019 年

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58,613.87  
708,260.

7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十

九） 
9,114.30  

78,920.3

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7,728.17  
787,181.

0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66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0,482.07  
252,478.

29  

    支付的各项税费  3,968.02  
35,853.2

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十

九） 
257,167.62  

611,901.

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1,617.71  
903,893.

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10.46  
-116,712

.0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

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0,728.7

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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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0  

 

2,020,72

8.7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142.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000.00  3,142.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00.00  
2,017,58

6.7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0.00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五（十

九） 
6,110.46  

1,900,87

4.6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五（十

九） 

2,391,661.

38  

490,786.

6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五（十

九） 

2,397,771.

84  

 

2,391,66

1.38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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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有 者 权 益 变 动 表（一） 
企财 04 表-1 

编制单位：北京时代智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0 年 1-10 月 

实收资本 

（或股本） 

其他权

益工具 资

本

公

积 

减： 

库存

股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

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2,000,000.00         17,717.46  1,005,446.71  3,023,164.17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2,000,000.00         17,717.46  1,005,446.71  3,023,164.17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列） 
        0.00  25,271.20  25,271.20  

（一）综合收益总额          23,247.52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其他权益工具持

有者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4．其他            

（三）专项储备提取与

使用 
           

  1.提取专项储备            

  2.使用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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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分配          0.00   

   1.提取盈余公积          0.00   

     其中：法定公积

金 
           

           任意公积

金 
           

   2.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3．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4．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4．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结转留存受益   
           

  5．其他            

四、本年年末余额 2,000,000.00         17,717.46  1,030,717.91  3,048,4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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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有 者 权 益 变 动 表（二） 
企财 04 表-2 

编制单位：北京时代智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 年度 

实收资本 

（或股本） 

其他权

益工具 资

本

公

积 

减： 

库存

股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

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2,000,000.00          845,989.55  2,845,989.55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2,000,000.00          845,989.55  2,845,989.55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列） 
        17,717.46  159,457.16  177,174.62  

（一）综合收益总额          177,174.62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其他权益工具持

有者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4．其他            

（三）专项储备提取与

使用 
           

  1.提取专项储备            

  2.使用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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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分配          17,717.46  -17,717.46   

   1.提取盈余公积          17,717.46  -17,717.46   

   2.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3．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4．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4．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结转留存受益   
           

☆5.其他综合收益结

转留存收益 
           

  6．其他            

四、本年年末余额 2,000,000.00         17,717.46  1,005,446.71  3,023,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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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代智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10 月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殊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北京时代智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695383314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 8 层 A 座 802 

法定代表人：包云鸠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1-01-26 至 2031-01-25；所属行业为体育。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止，本公司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200.00 万元。主

要经营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策划；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产品设计；版权贸易；文艺创作；销

售工艺品、日用品、文化用品。（未取得行政许可得项目除外） 

本公司是由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设的全资子公司。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 编制基础 

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二) 持续经营 

本公司对报告期末起 12 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价，未发现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怀疑的事项或情况。因此，本财务报表系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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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20 年 10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 2020 年 1-10 月份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二) 会计期间 

本公司的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和中期，会计中期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报告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三) 营业周期 

正常营业周期是指本公司从购买用于加工的资产起至实现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期间。本

公司以 12 个月作为一个营业周期，并以其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四)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本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将

同时具备期限短（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现金、价值变动

风险很小四个条件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六)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1、 金融工具的分类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

他金融负债等。 

2、 金融工具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取得时以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

利息）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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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2）持有至到期投资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

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实际利率在取得

时确定，在该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 

处置时，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3）应收款项 

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债权，以及公司持有的其他企业的不包括在活

跃市场上有报价的债务工具的债权，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以向购货方应收的合同

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具有融资性质的，按其现值进行初始确认。 

收回或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应收款项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

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将公允价值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但是，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

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按照成本计

量。 

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同时，将原

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5）其他金融负债 

按其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如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

方，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如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则不终

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上述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公司将金融资产转移区分为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

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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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涉及转移

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

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 

（1）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 

（2）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

确认部分的金额（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所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

金融负债。 

4、 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本公

司若与债权人签定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债，且新金融负债与现存金

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则终止确认现存金融负债，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对现存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合同条款作出实质性修改的，则终止确认现存金融负债或其

一部分，同时将修改条款后的金融负债确认为一项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时，终止确认的金融负债账面价值与支付对价（包括转出

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若回购部分金融负债的，在回购日按照继续确认部分与终止确认部分的相对公允

价值，将该金融负债整体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分配给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

价（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

融工具，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在估值时，本公司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

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选择与市场参与者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易中所

考虑的资产或负债特征相一致的输入值，并优先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相关可观察

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6、 金融资产（不含应收款项）减值的测试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

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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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

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就认定其已发生减值，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

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确认减值损失。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

与确认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 

（2）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减值准备：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损失的计量比照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量方法处理。 

(七)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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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

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1、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一起按信用风险特

征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

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本期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据此计算

本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 关联方及内部职工组合 

组合 2 投标保证金 

组合 3 除上述组合外的应收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 1 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 2 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 3 账龄分析法 

组合 3 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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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2 年 10 10 

2－3 年 40 40 

3－4 年 70 70 

4－5 年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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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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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不重大，根据历史坏账损失情况计提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个别认定法 

4、 坏账准备的转回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

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

减值准备情况下该应收款项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本公司向金融机构以不附追索权方式转让应收款项的，按交易款项扣除已转销应收账款

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八) 存货 

1、 存货的分类 

存货分类为：原材料、库存商品、生产成本等。 

2、 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领用和

发出时按加权平均法计价不同类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3、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和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

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

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

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

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

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

损益。 

4、 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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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1）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转销法； 

（2）包装物采用一次转销法。 

(九) 持有待售资产 

本公司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1）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在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 

（2）出售极可能发生，即本公司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作出决议且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

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有关规定要求本公司相关权力机构或者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出售

的，已经获得批准。 

(十) 长期股权投资 

1、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 

共同控制，是指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动必须经

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本公司与其他合营方一同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

同控制且对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享有权利的，被投资单位为本公司的合营企业。 

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

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本公司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

单位为本公司联营企业。 

2、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1）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以及以发行

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

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同一

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在合并日根据合并后应享有被合并方净资产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合并日长期股权投

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达到合并前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合并日进一步取得股份新支

付对价的账面价值之和的差额，调整股本溢价，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冲减留存收益。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按照购买日确定的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

资成本。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按照原持有的股

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2）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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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

成本。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

提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长期股权投资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

定其初始投资成本，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

始投资成本。 

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按照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3、 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1）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

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公司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

股利或利润确认当期投资收益。 

（2）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公司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

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

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对于被投资单位除

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

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

允价值为基础，并按照公司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

在持有投资期间，被投资单位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以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净利润、其他综合

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中归属于被投资单位的金额为基础进行核算。 

在公司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亏损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处理：首先，冲减长期

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其次，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不足以冲减的，以其他实质上构成对

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账面价值为限继续确认投资损失，冲减长期应收项目等的账面

价值。最后，经过上述处理，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企业仍承担额外义务的，按预计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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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确认预计负债，计入当期投资损失。 

（3）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

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按相应比例对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进行会计处理。因被投资

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有者权益，

按比例结转入当期损益，由于被投资方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变动而产生的

其他综合收益除外。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置后的剩

余股权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核算，其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

理。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

有者权益，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因其他投资方对子公司增资而导致本公司持股比例下降等原因丧

失了对被投资单位控制权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

调整；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 

处置的股权是因追加投资等原因通过企业合并取得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处置后

的剩余股权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的，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

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按比例结转；处置后的剩余股权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全部结转。 

(十一)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并且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

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 折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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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分类计提，根据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

值率确定折旧率。如固定资产各组成部分的使用寿命不同或者以不同方式为企业提供经济利

益，则选择不同折旧率或折旧方法，分别计提折旧。 

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能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会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

在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

的，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各类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折旧年限、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折旧方法 

房屋建筑物 20-40 5 2.375-4.75 平均年限法 

机器设备 10 5 9.5 平均年限法 

运输设备 4 5 23.75 平均年限法 

电子设备 3-5 5 19.00-31.67 平均年限法 

其他(字画) - - - 不计提折旧 

预计净残值是指假定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已满并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态，本

公司目前从该项资产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3、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计价方法 

公司与租赁方所签订的租赁协议条款中规定了下列条件之一的，确认为融资租入资产： 

（1）租赁期满后租赁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本公司； 

（2）公司具有购买资产的选择权，购买价款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该资产的公允价值； 

（3）租赁期占所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 

（4）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与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存在较大的差异。 

公司在承租开始日，将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

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为未确认的融资

费。 

(十二) 无形资产 

1、 无形资产的计价方法 

（1）公司取得无形资产时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外购无形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用

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

质的，无形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无形资产，以该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0]皖-0066 号审计报告 

26 

 

 

价值，并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该用以抵债的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

提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无形资产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

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无形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2）后续计量 

在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用寿命。 

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内按直线法摊销；无法预

见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予摊销。 

2、 无形资产的摊销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使用时起，对其原值在其预计使用寿命内采用摊销。使

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予摊销。 

 期末，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如发生变更则

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此外，还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

有证据表明该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是可预见的，则估计其使用寿命并按照使

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政策进行摊销。 

3、 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研究活

动的阶段。 

开发阶段：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

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活动的阶段。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4、 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确认为无形资产： 

（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

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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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

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以前期间已计入损益的开

发支出不在以后期间重新确认为资产。已资本化的开发阶段的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为开

发支出，自该项目达到预定用途之日起转为无形资产。 

(十三) 长期资产减值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

限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

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

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

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

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

的最小资产组合。 

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本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日起按照合

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

在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时，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的公允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公允价值难以可靠

计量的，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总

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

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

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

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

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

其账面价值的，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十四) 职工薪酬 

1、 短期薪酬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

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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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

经费，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规定的计提基础和计提比例计算确定相应

的职工薪酬金额。 

职工福利费为非货币性福利的，如能够可靠计量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2、 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1）设定提存计划 

本公司按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在职工为本公司提

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按以当地规定的缴纳基数和比例计算应缴纳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

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2）设定受益计划 

本公司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确定的公式将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福利义务归属于职工

提供服务的期间，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减去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值所形成的赤字或盈余确认为一项

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设定受益计划存在盈余的，本公司以设定受益计划的盈余和

资产上限两项的孰低者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 

所有设定受益计划义务，包括预期在职工提供服务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的十二个月内

支付的义务，根据资产负债表日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或活跃市场上

的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予以折现。 

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服务成本和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计入当期损益

或相关资产成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并且在后续会计期间不转回至损益，在原设定受益计划终止时在权益范围内将原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部分全部结转至未分配利润。 

在设定受益计划结算时，按在结算日确定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和结算价格两者的差

额，确认结算利得或损失。 

3、 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在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或确认

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两者孰早），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

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十五) 收入 

（1）商品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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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

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

实现。 

（2）提供劳务收入 

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

提供的劳务收入。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按已完工作的测量确定。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①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②相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③交易的完工程度能够可靠地确定；④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

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如果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则按已经发生并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劳务成

本金额确认提供的劳务收入，并将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作为当期费用。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如

预计不能得到补偿的，则不确认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本公司在让渡资产使用权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并且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4）利息收入 

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十六) 政府补助 

1、 类型 

政府补助，是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分为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本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

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2、 确认时点 

对期末有证据表明公司能够符合财政扶持政策规定的相关条件且预计能够收到财政扶持

资金的，按应收金额确认政府补助。除此之外，政府补助均在实际收到时确认。 

3、 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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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资产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确认为递延收益的，

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当期损益（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

计入其他收益；与本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计入营业外收入）；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本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

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

计入其他收益；与本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计入营业外收入）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

用于补偿本公司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

关的，计入其他收益；与本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计入营业外收入）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或

损失。 

(十七) 租赁 

融资租赁为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其所有权最终可

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为经营租赁。 

（1）本公司作为承租人记录经营租赁业务 

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初

始直接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本公司作为出租人记录经营租赁业务 

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入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确认为当期损益。对金额较大的初

始直接费用于发生时予以资本化，在整个租赁期间内按照与确认租金收入相同的基础分期计

入当期损益；其他金额较小的初始直接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于实际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 

（3）本公司作为承租人记录融资租赁业务 

于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

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为未

确认融资费用。此外，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初始

直接费用也计入租入资产价值。最低租赁付款额扣除未确认融资费用后的余额分别长期负债

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列示。 

未确认融资费用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或有租金于实际

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4）本公司作为出租人记录融资租赁业务 

于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

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

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应收融资租赁款扣除未实现融资收益后的余额

分别长期债权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列示。 

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收入。或有租金于实际

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十八)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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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四、 税项 

(一) 主要税种和税率 

主要税种 具体税率情况 

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的征收率为5%、3%，受疫情影响，自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12

月31日，除湖北省外，其他地区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项目现减按1%征收率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7%计缴。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3%计缴。 

地方教育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2%计缴。 

企业所得税 小微企业优惠企业所得税税率20% 

五、 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一) 货币资金 

项目 2020 年 10 月 31 日余额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库存现金  21,130.07  15,689.26 

银行存款 
                    

2,376,641.77  
2,375,972.12 

合计  2,397,771.84  2,391,661.38 

(二) 其他应收款 

项目 2020 年 10 月 31 日余额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7,449.64  23,153.81 

合计 27,449.64  23,153.81 

（1）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类别 

2020 年 10 月 31 日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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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

其他应收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其他应收款 

     

1、关联方及内部职

工 
27,449.64 100.00   27,449.64 

2、租房押金      

3、除上述组合外的

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的其他应收款 
     

合计 27,449.64 100.00   27,449.64 

（续） 

类别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1、关联方及内部职工 11,153.81  48.18    11,153.81 

2、租房押金 12,000.00 51.82   12,000.00 

3、除上述组合外的其

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

他应收款 

     

合计 23,153.81 100.00    23,153.81 

（2）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为元，本期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0 元。 

(三) 其他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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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0月 31日余额 2019年 12月 31日余额 

待摊费用  24,000.00   12,840.00  

合计  24,000.00   12,840.00  

(四)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情况 

项目 运输工具 字画 电子设备 办公设备 合计 

1．账面原值      

（1）2019年 12月 31日余额  614,626.87   570,300.00   45,758.00   45,886.00  1,276,570.87  

（2）本期增加金额      

（3）本期减少金额      

（4）2020年 10月 31日余额  614,626.87  570,300.00  45,758.00   45,886.00  1,276,570.87  

2．累计折旧      

（1）2019年 12月 31日余额  583,895.52    43,469.87   10,478.91   637,844.30  

（2）本期增加金额      

     —计提     7,265.40  7,265.40 

（3）本期减少金额      

（4）2020年 10月 31日余额  583,895.52    43,469.87   17,744.31   645,109.70  

3．减值准备      

（1）2019年 12月 31日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3）本期减少金额      

（4）2020年 10月 31日余额      

4．账面价值      

（1）2020年 10月 31日账面价

值 
 30,731.35   570,300.00   2,288.13   28,141.69   631,461.17  

（2）2019年 12月 31日账面价

值 
 30,731.35   570,300.00   2,288.13   35,407.09   638,726.57  

2、 报告期末，公司无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 

3、 报告期末，公司无通过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 

4、 报告期末，公司无通过经营租赁租出的固定资产； 

5、 报告期末，公司无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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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无形资产 

项目 绘画版权 合计 

1．账面原值   

（1）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114,859.92  114,859.92  

（2）本期增加金额   

（3）本期减少金额   

（4）2020 年 10 月 31 日余额 114,859.92  114,859.92  

2．累计摊销   

（1）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114,859.92  114,859.92  

（2）本期增加金额   

（3）本期减少金额   

（4）2020 年 10 月 31 日余额 114,859.92  114,859.92  

3．减值准备   

（1）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3）本期减少金额   

（4）2020 年 10 月 31 日余额   

4．账面价值   

（1）2020 年 10 月 31 日账面价

值   

（2）2019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

值  
 

(六) 应付职工薪酬 

1、应付职工薪酬列式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年 10 月 31 日余

额 

一、短期薪酬  
167,592.62 167,592.62 

 

二、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

划  
12,889.45 12,889.45 

 

三、辞退福利     

四、一年内到期的其他福利     

合计   180,482.07   180,482.07  

2、短期薪酬列式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余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年 10月 31日余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0]皖-0066 号审计报告 

35 

 

 

额 额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141,350.00   141,350.00    

二、职工福利费    6,563.75   6,563.75    

三、社会保险费   8,953.87 8,953.87   

其中：医疗保险费    8,953.87   8,953.87    

工伤保险费       

生育保险费       

四、住房公积金   10,725.00 10,725.00   

五、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六、短期带薪缺勤       

七、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合计   167,592.62 167,592.62   

3、设定提存计划列式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余

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年 10月 31日余

额 

1.基本养老保险   12,580.25 12,580.25   

2.失业保险费   309.20 309.20   

3.企业年金缴费       

合计   12,889.45 12,889.45   

(七) 应交税费 

项目 2020年 8月 31日余额 2019年 12月 31 日余额 

增值税 831.68  

企业所得税 1,359.11 3,934.73 

个人所得税 -1.97  

合计 2,188.82 3,934.73 

(八) 其他应付款 

项目 2020年 10月 31日余额 2019年 12月 31 日余额 

员工押金  4,000.00   4,000.00  

客户押金  25,000.00   55,000.00  

社保  1,058.46   834.80  

合计  30,058.46   59,8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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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实收资本 

项目 
2019年 12月

31 日余额 

本期变动增（+）减（－） 
2020年 10月

31 日余额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合计 
       

2,000,000.00  
          

       

2,000,000.00  

(十) 盈余公积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余

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 年 10 月 31 日余

额 

法定盈余公积 17,717.46    17,717.46  

合计 17,717.46    17,717.46  

(十一) 未分配利润 

项目 2020年 1-10 月金额 2019年度金额 

调整前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 1,005,446.71 845,989.55 

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调整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  845,989.55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271.20 177,174.62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030,717.91 17,717.46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投资者股利   

  转作资本（或股本）的投资者股利   

  2020年 10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 1,030,717.91 1,005,446.71 

 

(十二)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项目 
2020年 1-10月发生额 2019年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服务费收入）     458,613.87          863,359.88  3,660.00  

合计     458,613.87          863,359.88   3,660.00 

(十三) 税金及附加 

项目 2020年度1-10月份发生 2019年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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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车船税 750.00 750.00 

印花税 113.00 233.40 

合计 863.00 983.40 

(十四) 管理费用 

项目 2020 年 1-10 月份发生额 2019 年发生额 

职工薪酬与五险一金  173,918.32   251,257.77  

差旅费  2,639.35   6,932.01  

业务招待费   15,355.60  

办公费  14,603.70   12,945.22  

固定资产折旧  7,265.40   8,369.50  

维修及养护费  22,372.55   73,700.00  

车辆费用及保险费  58,829.84   108,091.94  

房屋租赁及相关费用  132,840.00   157,080.00  

取暖费   17,181.12  

福利费  6,563.75   

其他   72,892.37  

合计  419,032.91   723,805.53  

(十五) 财务费用 

项目 2020年 1-10月金额 2019年度金额 

利息费用     

减：利息收入 
                

5,359.85  
7,070.19 

手续费 
                   

650.01  
139.20 

合计                -4,709.84  -6,930.99  

(十六) 其他收益 

项目 2020年 1-10月发生额 2019年发生额 

减免税款           3,754.45           25,900.80  

合计           3,754.45           25,900.80  

(十七) 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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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10月发生额 2019年发生额 

理财产品 -20,000.00 20,728.77 

合计 -20,000.00 20,728.77 

(十八) 所得税费用 

项目 2020年 1-10 月发生额 2019年度发生额 

当期所得税费用 1,911.05  11,296.89  

递延所得税费用     

合计 
               

1,911.05  
           11,296.89  

(十九) 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 2020 年 1-10月金额 2019 年金额 

税款减免 3,754.45  

利息收入收到的现金 5,359.85 7,070.19 

企业间往来等收到的现金  71,850.13 

合计 9,114.30 78,920.32 

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 2020 年 1-10月金额 2019 年金额 

其他管理费用等支付的现金 222,445.44 307,098.26 

财务手续费等支付的现金 650.01 139.20 

企业间往来等支付的现金 34,072.17 304,664.12 

合计 257,167.62 611,901.58 

3、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2020 年 1-10月金额 2019 年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25,271.20 177,174.62 

加：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摊销   

    固定资产折旧 7,265.40 8,369.5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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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20,000.00 -20,728.77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4,544.17 -11,153.81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30,970.31 -270,373.62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10.46 -116,712.08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2020 年 10 月 31 日现金余额 2,397,771.84 2,391,661.38 

减：2019 年 12 月 31 日现金余额 2,391,661.38 490,786.69 

加：2020年 10月 31日现金等价物余额   

减：2019 年 12 月 31 日现金等价物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10.46 1,900,874.69 

4、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项目 2020 年 1-10月金额 2019 年金额 

一、现金 2,397,771.84 2,391,661.38 

其中：库存现金 21,130.07 15,689.26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2,376,641.77 2,375,972.12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二、现金等价物   

其中：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三、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97,771.84 2,391,661.38 

其中：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六、 或有事项 

无。 

七、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本企业的母公司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 母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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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持股

比例（%） 

本企业的

表决权比

例（%） 

安徽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

山 区 翡 翠 路

1118号 

商务服务

业 
103,170.4 万 100.00 100.00 

     （二）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安徽时代艺品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最终同一控制方 

（三）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 年 10 月 31 日余

额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其他应收款 
安徽时代艺品文化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27,449.64 10,879.43 

八、重要承诺事项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需要披露的重要承诺事项。 

九、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不存在重大需要对外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按照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应披露的其他内容 

无。 

 

 

 

 

 

 

 

 

 

（此页无正文） 

 

 

 

 

北京时代智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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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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