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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0]皖-0065 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江淮印务”）财务报

表，包括 2020年 10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年 1-10月利润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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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安徽江淮印务 2020年 10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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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立于安徽江淮印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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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印务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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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负责评估安徽江淮印务的持续经营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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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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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印务、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安徽江淮印务的财务报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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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导致对安徽江淮印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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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印务不能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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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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2020 年 10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七（一） 2,550,516.63  1,292,4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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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 438,205.82    

    预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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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应收款 七（三） 220,650.00  429,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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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四） 22,418.65    

流动资产合计   3,231,791.10  1,721,8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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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 8,317,936.06  8,723,941.86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七（六） 2,284,361.04  2,340,081.0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602,297.10  11,064,022.90  

资产总计   13,834,088.20  12,785,8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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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 363,847.47  363,847.47  

    预收款项 七（八） 60,595.19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七（九） 141,884.52  91,744.93  

    其他应付款 七（十） 265,074.87  11,240,6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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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402.05  11,696,2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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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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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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402.05  11,696,275.6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七（十一） 33,509,500.00  22,509,5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七（十二） -20,506,813.85  -21,419,893.3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3,002,686.15  1,089,606.6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3,834,088.20  12,785,8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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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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七（十三） 1,726,010.38     1,868,274.39

      减：营业成本 七（十三） 478,116.03       620,644.15

          税金及附加 七（十四） 251,304.74       193,126.64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七（十五） 84,407.75        672,958.59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七（十六） -3,066.33        -1,469.07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4,066.33         2,134.07              

      加：其他收益 七（十七） 101.39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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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七（十八） 140,845.31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15,248.19 523,960.78

    加：营业外收入 七（十九） 280.00

    减：营业外支出 七（二十） 2,448.70 14,891.0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13,079.49 509,069.74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13,079.49 509,069.74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13,079.49 509,069.74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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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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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

六、综合收益总额 913,079.49 509,069.74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利  润  表
2020年1-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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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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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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1.3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09,003.63 1,776,923.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09,003.63 1,777,024.5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000.00 548,984.05

    支付的各项税费 306,023.68 419,673.5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5,698.35 282,021.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9,722.03 1,250,67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9,281.60 526,345.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63,3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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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000,000.00 163,394.2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07,0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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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7,031.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00,000.00 -43,6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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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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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1,224.4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861,224.42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61,224.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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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十一） 1,258,057.18         482,707.5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七（二十一） 1,292,459.45         809,751.8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七（二十一） 2,550,516.63         1,292,4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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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金 流 量 表
2020年1-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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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22,509,500.00 -21,419,893.34 1,089,606.66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22,509,500.00 -21,419,893.34 1,089,606.66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号填列） 11,000,000.00 913,079.49 11,913,079.49

（一）综合收益总额 913,079.49 913,079.49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1,000,000.00 11,000,000.00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11,000,000.00 1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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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其他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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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09,500.00 -20,506,813.85 13,002,686.15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22,509,500.00 -21,877,123.08 632,376.92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51,840.00

二、本年年初余额 22,509,500.00 -21,928,963.08 580,536.92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号填列） 509,069.74 509,069.74

（一）综合收益总额 509,069.74 509,069.74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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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其他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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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9,500.00 -21,419,893.34 1,089,606.66

盈余公积

2020年1-10月

项      目

编制单位：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变 动 表（二）
2020年1-10月

实收资本
（或股本）

未分配利润

项      目

本　期　金　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股
其他

综合收益

 所 有 者 权 益 变 动 表（一）

所有者权益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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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上　期　金　额 

其他权益工具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减：
库存股

其他
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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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10 月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本附注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 公司基本情况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由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04 年 7 月 7 日成立并领取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400007647552860

（1-1）。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开发区工业园；注册资本 3,350.95万元；法定代表人：

黄志军；经营范围：出版物、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业务；

房屋、厂房租赁。 

本公司母公司为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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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

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三、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基于上述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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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会计期间 

会计年度为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本次报告期间为公历 1月 1日起至 10月 31

日止。 

（二）记账本位币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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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除某些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外，其他项目均按历史成本

计量。如果资产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现金等价

物是指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

现金及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五）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1、外币业务折算 

外币业务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作为折算汇率将外币金额折合成人民币记账。 

外币货币性项目余额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汇兑差额，除属于与购

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相关的外币专门借款产生的汇兑差额按照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原则处

理外，均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

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

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外币报表折算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

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

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按照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其他

综合收益项目下单独列示“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 

处置境外经营时，将资产负债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下列示的、与该境外经营相关的外

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自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转入处置当期损益；部分处置境外经营的，按处

置的比例计算处置部分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六）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0]皖—0065 号审计报告 

12 

 

 

期末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则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

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可收回金额是通过对其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

尚未发生的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物的价值（扣除预计处置费

用等）。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应收款项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短期应收款项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与其现值相差很小，在确定相关减值损失时，不对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100 万元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

法： 
未来现金流量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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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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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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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存货 

1、 存货的分类 

存货分类为：在途物资、原材料、周转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发出商品、委托加工

物资、消耗性生物资产等。 

2、 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取得存货时按照成本进行计量。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存货发

出时按先进先出法计价。 

3、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

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

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

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

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

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

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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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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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低值易耗品的摊销方法 

（1）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转销法。 

（2）包装物采用一次转销法。 

（八）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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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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分类为：房屋及建筑物、机械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及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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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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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平均年限法 30 5 9.50 

机械设备 平均年限法 5 5 19.00 

运输设备 平均年限法 5 5 19.00 

电子设备及其他 平均年限法 5 5 19.00 

3、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计价方法、折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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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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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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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无形资产 

1、 无形资产的计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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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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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入账价值包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和可直

接归属于使该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税金等其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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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账价

值；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内部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其成本包括：开发该无形资产时耗用的材料、劳务成本、注

册费、在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其他专利权和特许权的摊销以及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利息费用，以

及为使该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所发生的其他直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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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估计情况 

项目 预计使用寿命 依据 

土地所有权 50 年 未来现金流量 

财务软件及其他 10 年 未来现金流量 

每期末，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 

经复核，本年期末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与以前估计未有不同。 

3、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判断依据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没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4、划分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具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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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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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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开发阶段支出符合资本化的具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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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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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阶段的支出，若不满足上列条件的，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研究阶段的支出，在

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十）长期资产减值 

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判断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生物性资产、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对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资产的账面价值

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减值

准备。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企业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在难以对单项资产

可回收金额进行估计的情况下，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在未来期间做相应调整，使资产在

剩余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值。 

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尚未达到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以及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每

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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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誉减值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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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长期待摊费用 

对于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 1 年以上的各项费用，包括经营

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按预计受益年限分期摊销。如果长期待摊费用项

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的，则将其尚未摊销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十二）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指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

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1、 短期薪酬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职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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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离职后福利计划分类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 

在职工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债，

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根据设定提存计划，预期不会在职工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

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内支付全部应缴存金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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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部应缴存金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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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现后的金额计量应付职工薪酬。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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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设定受益计划义务予以折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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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受益计划存在资产的，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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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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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资产上

限，是指企业可从设定受益计划退款或减少未来对设定受益计划缴存资金而获得的经济利益

的现值。 

报告期末，将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中的服务成本和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

净资产的利息净额部分计入当期损益或资产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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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转回至损益，可以在权益范围

内转移。 

在设定受益计划下，在修改设定受益计划与确认相关重组费用或辞退福利孰早日将过去

服务成本确认为当期费用。 

企业在设定受益计划结算时，确认结算利得或损失。该利得或损失是在结算日确定的设

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与结算价格的差。 

3、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下列两者孰早日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1)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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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企业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 

辞退福利预期在其确认的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内完全支付的，适用短期薪酬的相

关规定；辞退福利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内不能完全支付的，适用其他长期职工

福利的有关规定。 

（十三）收入 

1、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0]皖—0065 号审计报告 

19 

 

 

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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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实现。 

销售商品收入金额，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但已收或应收的

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

的，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

的差额，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2、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

入。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依据已完工作的测量确定。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已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应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

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2）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

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分别下列情况

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 1 )  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 2 )  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4、出租收入  

按与承租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方付租日期和金额，确认房屋出租收入的实现。

合同约定有免租期的，在不扣除免租期的整个租赁期内，按直线法对应收取的租赁费进行分

摊，确认为出租收入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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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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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补助对象，将政府补助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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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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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为

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

量；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人民币 1 元）计量。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

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3、会计处理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按照所建造或购买的资产使用年限内按照合

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

在确认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

得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

业外收支。 

（十五）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本公司所得税的会计处理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所得税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除由于企业合并产生的调整商誉，或与直接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关的计入所有者权益外，均作为所得税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1、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本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除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在以下交易中产生的：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对于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未能同时满足：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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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且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

所得额。 

2、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本公司对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均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除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在

以下交易中产生的： 

商誉的初始确认，或者同时具有以下特征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该项

交易不是企业合并，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对于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该暂时性差异转回的

时间能够控制并且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税法规定，按照

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并反映资产负债表日预期收回资产或清

偿负债方式的所得税影响。 

3、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

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

面价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额予以转回。 

五、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一）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无。 

（二）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 

 无。 

六、 税项 

主要税种和税率列示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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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简易征收按当期不含税收入为计税依据 5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房产税 

自用物业的房产税，以房产原值的 70%-90%为计税

依据；对外租赁物业的房产税，以物业租赁收入为

计税依据 

1.2、12 

七、 财务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 

（一）货币资金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库存现金 141.10 254.20 

银行存款 2,550,375.53 1,292,205.25 

其他货币资金   

合  计 2,550,516.63 1,292,459.45 

    其中：存放在境外的款项总额   

（二）应收账款 

种类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314,600.00 31.64   

1、关联方及内部职工 314,600.00    

2、投标保证金     

3、除上述组合外的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679,584.91 68.36 555,979.09 81.81 

合  计 994,184.91 100.00 555,979.09 55.92 

续表： 

种类 期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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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1、关联方及内部职工     

2、投标保证金     

3、除上述组合外的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555,979.09 100.00 555,979.09 100.00 

合  计 555,979.09 100.00 555,979.09 100.00 

1、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关联方及内部职工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账龄 不计提理由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314,600.00 1年以内 最终同一控制方 

合  计 314,600.00   

2、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债务人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合肥上度标识有限公司 110,272.49   

合肥市华丰印务有限公司 13,333.33   

合肥新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542,178.09 542,178.09 100.00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2,601.00 12,601.00 100.00 

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200.00 1,200.00 100.00 

合  计 679,584.91 555,979.09 81.81 

3、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明细应收账款情况 

债务人名称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 占总额比例（%）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房租 314,600.00 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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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上度标识有限公司 房租 110,272.49 12.17 

合肥四周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房租 13,333.33 1.47 

合肥新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费 542,178.09 59.84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费 12,601.00 1.39 

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印刷费 1,200.00 0.14 

合  计 -- 994,184.91 100.00 

（三）其他应收款 

种类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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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650.00 98.19   

2、投标保证金     

3、除上述组合外的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应收款 
4,000.00 1.81   

合  计 220,650.00 100.00   

续表： 

种类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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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400.00 100.00   

1、关联方及内部职工 429,400.00 100.00   

2、投标保证金     

3、除上述组合外的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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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429,400.00 100.00   

1、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关联方及内部职工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账龄 不计提理由 

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216,650.00 2-3年 最终同一控制方 

合  计 216,650.00   

2、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债务人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安徽合肥石

油分公司 
4,000.00 0.00  

合  计 4,000.00 0.00  

3、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债务人名称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 

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往来款 216,650.00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安徽合肥石油分

公司 
油费 4,000.00 

合  计 -- 220,650.00 

（四）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预交企业所得税 22,418.65  

合  计 22,418.65  

（五）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情况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账面原值合计： 27,545,120.99 - - 27,545,120.99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13,942,369.66   13,942,369.66 

      机械设备 12,866,970.39   12,866,9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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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运输设备 412,642.00   412,642.00 

电子办公设备 323,138.94   323,138.94 

二、累计折旧合计： 13,359,120.65 406,005.80 - 13,765,126.45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4,477,943.99 405,559.48  4,883,503.47 

      机械设备 8,367,820.52 -  8,367,820.52 

      运输设备 339,353.59 -  339,353.59 

电子办公设备 174,002.55 446.32  174,448.87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14,186,000.34   13,779,994.54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9,464,425.67   9,058,866.19 

      机械设备 4,499,149.87   4,499,149.87 

      运输设备 73,288.41   73,288.41 

电子办公设备 149,136.39   148,690.07 

四、减值准备合计： 5,462,058.48   5,462,058.48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813,577.60   813,577.60 

      机械设备 4,431,662.62   4,431,662.62 

      运输设备 72,189.08   72,189.08 

电子办公设备 144,629.17   144,629.17 

五、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8,723,941.86   8,317,936.06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8,650,848.07   8,245,288.59 

      机械设备 67,487.25   67,487.25 

      运输设备 1,099.33   1,099.33 

电子办公设备 4,507.22   4,060.90 

（六）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情况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账面原值合计： 3,342,994.00 - - 3,342,994.00 

土地使用权 3,342,994.00   3,342,994.00 

二、累计摊销合计： 1,002,912.96 55,720.00 - 1,058,632.96 

土地使用权 1,002,912.96 55,720.00  1,058,632.96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2,340,081.04 - - 2,284,361.04 

土地使用权 2,340,081.04   2,284,3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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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四、减值准备合计：      

土地使用权    - 

五、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2,340,081.04 - - 2,284,361.04 

土地使用权 2,340,081.04   2,284,361.04 

（七）应付账款 

1、应付账款情况表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设备费 300,000.00 300,000.00 

材料费 63,847.47 63,847.47 

合  计 363,847.47 363,847.47 

2、按债权方归集的期末余额明细应付账款情况 

债权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期末余额比例（%）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 300,000.00 82.45 

安徽教育出版社 63,847.47 17.55 

合  计 363,847.47 100.00 

（八）应交税费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值税 30,612.82 7,425.61 

营业税 66,939.90 66,939.90 

个人所得税 1,338.71 1,338.71 

房产税 14,926.39 14,926.39 

土地使用税 23,866.70  

城市维护建设税  519.79 

教育费附加  222.77 

地方教育费附加  148.51 

其他  223.25 

合  计 137,684.52 91,744.93 

（九）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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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25,670.06 11,240,683.29 

合  计 325,670.06 11,240,683.29 

1.其他应付款 

（1）按款项性质列示其他应付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代收代付款 54,907.85 10,990,482.74 

押金 270,762.21 250,200.55 

合  计 325,670.06 11,240,683.29 

（2）期末主要其他应付款余额情况： 

债权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未偿还原因 
占期末余

额比例% 

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129,258.32 保证金 39.69 

合肥鸿祈印务有限公司 75,503.89 保证金 23.18 

合肥四周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54,385.20 代收代付款 16.70 

合  计 259,147.41  79.57 

（十）实收资本 

投资者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投资金额 
所占比例

（%） 
投资金额 

所占比例

（%） 

合  计 22,509,500.00 100.00 11,000,000.00  33,509,500.00 100.00 

安徽出版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22,509,500.00 100.00 11,000,000.00  33,509,500.00 100.00 

注：本年度根据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 11,000,000.00 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33,509,500.00元。于 2020 年 9月 16日收到股东增资款 11,000,000.00元，变更后实收资本

为 33,509,500.00元。于 2020年 9月 23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十一）未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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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期初余额 -21,419,893.34 -21,928,963.08 

本期增加额 913,079.49 509,069.74 

其中：本期净利润转入 913,079.49 509,069.74 

其他调整因素   

本期减少额   

其中：本期提取盈余公积数   

      本期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本期分配现金股利数   

转增资本   

其他减少   

本期期末余额 -20,506,813.85 -21,419,893.34 

（十二）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1．主营业务小计     

印刷收入     

2．其他业务小计 1,726,010.38 478,116.03 1,868,274.39 620,644.15 

租赁收入 1,726,010.38 478,116.03 1,868,274.39 620,644.15 

合  计 1,726,010.38 478,116.03 1,868,274.39 620,644.15 

（十三）税金及附加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2,203.41 6,128.55 

教育税金及附加 1,404.72 3,515.57 

地方教育税金及附加 936.48 2,343.70 

房产税 149,263.90 105,360.71 

土地使用税 71,600.10 71,600.00 

车船使用税 360.00 1,020.00 

印花税 1,239.20 2,613.10 

水利基金 430.23 544.10 

城镇土地使用税 23,8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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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251,304.74 193,126.64 

（十四）管理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等 8,000.00 548,894.05 

办公费 774.00 13,145.95 

固定资产折旧 721.60 29,130.44 

无形资产摊销 55,720.00 66,864.00 

交通费 68.10  

车辆费用 2,763.71  

其他 16,360.34 14,834.15 

合  计 84,407.75 672,958.59 

（十五）财务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利息支出   

减：利息收入 4,066.33 2,134.07 

手续费 1,000.00 665.00 

合  计 -3,066.33 -1469.07 

（十六）其他收益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退税收入  101.39 

合  计  101.39 

（十七）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处置未划分为持有代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

置利得或损失小计 

 140,845.31 

期中：固定资产处置  140,845.31 

合  计  140,845.31 

（十八）营业外收入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

损益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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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控系统维护费 280.00  280.00 

合  计 280.00  280.00 

（十九）营业外支出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

损益的金额 

滞纳金 2,448.70  2,448.70 

其他  14,891.04  

合  计 2,448.70 14,891.04 2,448.70 

（二十）现金流量表 

1、企业应当采用间接法在现金流量表附注中披露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信

息。格式如下： 

补充资料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913,079.49 509,069.74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406,005.80 468,465.56 

    无形资产摊销 55,720.00 66,864.0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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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45.31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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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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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55.82 -124,270.0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14,267.87 -252,938.75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9,281.60 526,345.24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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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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2,550,516.63 1,292,459.45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292,459.45 809,751.86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58,057.18 482,707.59 

2、披露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有关信息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一、现金 2,550,516.63 1,292,459.45 

  其中：库存现金 141.10 254.20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2,550,375.53 1,292,205.25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可用于支付的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存放同业款项   

        拆放同业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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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516.63 1,292,459.45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八、 或有事项 

无。 

九、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无。 

十、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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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持股

比例（%） 

母公司对本

企业的表决

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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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 

租赁和商

务服务 
103,170.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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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最终同一控制方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最终同一控制方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同一控制方 

（三）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收账款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314,600.00 50,000.00 

其他应收款 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216,650.00 216,650.00 

应付账款 安徽教育出版社 63,847.47  63,847.47  

其他应付款 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129,258.32  129,258.32  

十一、 按照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应披露的其他内容。 

无。 

十二、 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业经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批准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