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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0]皖-0067 号 

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财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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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反映了安徽财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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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立于安徽财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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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财印公司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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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印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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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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印公司、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安徽财印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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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导致对安徽财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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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印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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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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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8,822.43  2,002,5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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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997.30  1,153,581.69  

    预付款项 七（三） 1,063.45    

    其他应收款 七（四） 626,448.51  4,994,869.19  

    存货 七（五） 502,711.98  747,268.5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七（六） 282.05  1,932.59  

流动资产合计   10,259,325.72  8,900,1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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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3,967,469.60  4,403,064.91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七（八） 1,059,7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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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7,233.78  4,403,064.91  

资产总计   15,286,559.50  13,303,250.7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七（九）   7,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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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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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550,455.70  1,792,661.85  

    预收款项   244,966.12  27,745.70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七（十一） 387,492.04  274,317.78  

    其他应付款 七（十二） 1,937,364.69  2,052,6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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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0,278.55  11,647,4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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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0,278.55  11,647,419.3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七（十三） 11,037,300.00  2,03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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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128,980.95  -381,468.6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1,166,280.95  1,655,831.3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5,286,559.50  13,303,2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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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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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7,704,555.85     9,618,693.14          

      减：营业成本 七（十五） 5,626,191.04     6,529,505.31          

          税金及附加 七（十六） 137,030.63       171,418.53            

          销售费用 七（十七） 778,084.12       652,345.74            

          管理费用 七（十八） 1,131,606.44     1,816,624.80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七（十九） 269,508.95       332,414.35            

            其中：利息费用 278,076.16       336,943.75            

                  利息收入 12,418.03        7,187.95              

      加：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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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十） -13,377.16 -89,393.3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51,242.49      26,991.08             

    加：营业外收入 七（二十一） 500.00           119,995.75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50,742.49 146,986.83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50,742.49 146,986.83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50,742.49 146,9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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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742.49 146,9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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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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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7,727.75 9,618,693.1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92,936.97 1,369,568.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420,664.72 10,988,261.4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626,191.04 6,529,505.3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17,671.10 1,318,307.2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78,850.83 2,864,661.9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11,663.10 800,392.2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234,376.07 11,512,86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3,711.35 -524,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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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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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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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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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1,5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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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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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5,186,288.65         -524,605.3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七（二十二） 2,002,533.78         2,527,139.0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七（二十二） 7,188,822.43         2,002,5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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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300.00 -381,468.61 1,655,831.39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2,037,300.00 -381,468.61 1,655,831.39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号填列） 9,000,000.00 510,449.56 9,510,449.56

（一）综合收益总额 -250,742.49 -250,742.49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9,000,000.00 761,192.05 9,761,192.05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9,000,000.00 9,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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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192.05 761,1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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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7,300.00 128,980.95 11,166,280.95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6,360,000.00 3,495.91 5,910.27      -4,860,561.62    1,508,844.56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6,360,000.00 3,495.91 5,910.27 -4,860,561.62 1,508,844.56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号填列） -4,322,700.00 -3,495.91 -5,910.27 4,479,093.01 146,986.83

（一）综合收益总额 146,986.83 146,986.83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4,322,700.00 -3,495.91 -5,910.27 4,33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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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2,700.00 -3,495.91 -5,910.27 4,33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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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300.00 -381,468.61 1,655,8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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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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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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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余公积

2020年1-10月

项      目

编制单位：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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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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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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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前身为安徽省财政厅印刷厂，由安徽省

财政厅于 1982 年 9 月 20 日投资设立，初始注册资本为 25 万元， 2000 年 9 月安徽省财政厅

印刷厂由安徽省财政学校划转至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心管理。2016年 3月 10日，

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心、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财政厅印刷厂签订

《国有企业无偿划转协议》,协议商定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心将安徽省财政厅印刷

厂的国有产权整体无偿划转给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年 4 月 7 日，安徽省财政厅文

件“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安徽省财政厅印刷厂无偿划转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同

意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接收安徽省财政厅印刷厂 100%国有产权。2018 年 5 月 28 日，

安徽出版集团《关于同意安徽省财政厅印刷厂实施公司制改革的批复》（皖出集经[2018]14

号），同意印刷厂制定的《安徽省财政厅印刷厂公司制改革总体方案》。2019 年 3 月 1 日，印

刷厂办理《非公司企业法人改制登记》，改制后的企业名称为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性

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改制后注册资本为 203.73万元。2020

年 9 月 21 日，根据安徽财印公司股东会决议实施增资程序，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1,103.73 万

元。 

截止本报告日，安徽财印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103.73万元，实收资本为 1,103.73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40000148966071Q。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史河路 8

号；法定代表人：黄晓峰；经营范围：纸张、出版物、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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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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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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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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之日起三个月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

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作为确定现金等价物的标准。 

（五）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对于发生的外币交易，采用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合为本位币记账。近似

汇率指交易发生日当月月初的汇率。 

期末，对各种外币货币性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折算差

额，属于筹建期间的，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属于与购建固定资产有关的外币专门借款产生的

汇兑损益，按照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原则进行处理，其他部分计入当期损益。以公允价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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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折算差额作为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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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产生汇兑差额。 

（六）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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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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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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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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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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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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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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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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5.00 4.75 

运输设备 平均年限法 10 5.00 9.50 

电子设备及其他 平均年限法 5-10 5.00 9.50-19.00 

3、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在每期末判断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固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当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

减记的金额确认为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固定资产的折旧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该固定资

产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固定资产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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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迹象表明一项固定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企业以单项固定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

额。企业难以对单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固定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

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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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1、 无形资产的计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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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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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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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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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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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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是指本公司已经支出、摊销期限在 1 年以上的各项费用。长期待摊费用按

形成时发生的实际成本入账。 

长期待摊费用在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内分期平均摊销，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的长期

待摊费用项目，在确定时将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十二）职工薪酬 

1、 短期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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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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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2、辞退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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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离职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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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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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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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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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政府补助 

1、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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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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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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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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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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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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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应税销售收入计算销项税，并扣除当期允许抵扣

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较增值税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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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税依据；

对外租赁物业的房产税，以物业租赁收入为为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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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3.93 1,645.51 

银行存款 7,185,178.50 2,000,888.27 

其他货币资金   

合  计 7,188,822.43 2,002,5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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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8,268.10 100.00 98,270.80 4.82 

1、关联方及内部职工 137,094.00 6.73   

2、投标保证金     

3、账龄组合 1,901,174.10 93.27 98,270.80 5.17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合  计 2,038,268.10 100.00 98,270.80 4.8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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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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646.90 100.00 68,065.21  5.57 

1、关联方及内部职工 5,260.80 0.43   

2、投标保证金     

3、账龄组合 1,216,386.10 99.57 68,065.21  5.60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  计 1,221,646.90 100.00 68,065.21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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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0.00 1年以内 最终同一控制方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7,094.00 1年以内 最终同一控制方 

黄山书社 124,840.00 1年以内 最终同一控制方 

安徽教育出版社 4,800.00 1-2年 最终同一控制方 

合  计 137,094.00   

2、 账龄组合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 1,836,932.30 96.62 91,846.62 1,189,228.10 97.77 59,461.41 

1至 2年 64,241.80 3.38 6,424.18 10,744.00 0.88 1,074.40 

2至 3年    7,730.00 0.64 2,319.00 

3至 4年    8,684.00 0.71 5,210.40 

4至 5年       

5年以上       

合计 1,901,174.10 100.00 98,270.80 1,216,386.10 100.00 68,0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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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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一六八中学 印刷费  291,393.00  14.30 

合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印刷费  182,529.00  8.96 

省土地勘测规划院 印刷费  140,407.00  6.89 

淮北市财政局 印刷费  131,155.60  6.43 

黄山书社 印刷费  124,840.00  6.12 

合  计 -- 870,324.60 42.70 

（三）预付账款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1 年以内（含 1年）       

1 至 2年 1,063.45 100.00     

2 至 3年       

3 年以上       

合计 1,063.45 10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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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948.20    

1、关联方及内部职工 180,186.46 28.56   

2、投标保证金 369,438.00 58.55   

3、账龄组合 81,323.74 12.89 4,499.69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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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948.20 100.00 4,499.69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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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6,197.31 100.00 21,328.12 0.43 

1、关联方及内部职工 4,463,041.93 88.97   

2、投标保证金 360,443.00 7.19   

3、账龄组合 192,712.38 3.84 21,328.12 11.74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应收款 
    

合  计 5,016,197.31 100.00 21,328.12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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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吴山固体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4－5年 保证金 

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40,000.00 1年以内 保证金 

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44,460.00 1－2年 保证金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安徽省综队后勤部 2,000.00 4－5年 保证金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年以内 保证金 

邵宏岩 58,000.00 1年以内 员工借款 

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1年以内 保证金 

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170.00 1－2年 保证金 

陈勇 6,760.00 1年以内 员工借款 

安徽省政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0,000.00 1年以内 保证金 

安徽省政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808.00 1－2年 保证金 

庐阳区政府采购中心 20,000.00 2－3年 保证金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1年以内 保证金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1－2年 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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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出版集团（安徽财印公司蕴通账户） 71,904.52 1年以内 关联方 

安徽瑞务印刷有限公司 33,921.94 1年以内 关联方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财务管理中心  70,000.00 1－2年 保证金 

侯璐 1,000.00 1年以内 员工借款 

胡腾 2,500.00 1年以内 员工借款 

安徽寰亚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5,000.00 1年以内 保证金 

淮北市招标采购管理局 3,000.00 4－5年 保证金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0,000.00 4－5年 保证金 

洪波 100.00 4－5年 员工借款 

张杨 6,000.00 4－5年 员工借款 

合  计 549,624.46   

2、账龄组合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 77,353.74 95.12 3,867.69 159,142.38 82.58 7,957.12 

1至 2年 3,500.00 4.30 350.00 -  - 

2至 3年 -  - 22,570.00 11.71 6,771.00 

3至 4年 470.00 0.58 282.00 11,000.00 5.71 6,600.00 

4至 5年 -  - -  - 

5年以上 -  - -  - 

合计 81,323.74 100.00 4,499.69 192,712.38 100.00 21,3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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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保证金  184,460.00  

安徽出版集团（安徽财印公司蕴通账户） 关联方往来款  71,904.52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财务管理中心 保证金  70,000.00  

邵宏岩 员工借款  58,000.00  

安徽省政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保证金  50,808.00  

合  计 -- 435,1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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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货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价值 

开发成品  346,311.68    346,311.68   358,192.42    358,192.42  

低值易耗品  156,400.30    156,400.30   389,076.14    389,076.14  

开发成本       

合计 502,711.98  502,711.98 747,268.56  747,268.56 

（六）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预交税费 282.05 1,932.59 

合  计 282.05 1,932.59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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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9,220.23 3,982.30  15,763,202.53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5,334,268.09   5,334,268.09 

      机械设备 9,004,934.82   9,004,934.82 

      运输设备 330,800.00   330,800.00 

电子办公设备 1,089,217.32 3,982.30  1,093,199.62 

二、累计折旧合计： 11,356,155.32 439,577.61  11,795,732.93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3,431,153.01 156,149.93  3,587,302.94 

      机械设备 6,763,284.02 234,895.71  6,998,179.73 

      运输设备 279,541.06 16,791.04  296,332.10 

电子办公设备 882,177.23 31,740.93  913,918.16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4,403,064.91   3,967,469.60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1,903,115.08   1,746,965.15 

      机械设备 2,241,650.80   2,006,755.09 

      运输设备 51,258.94   34,467.90 

电子办公设备 207,040.09   179,281.46 

四、减值准备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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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机械设备     

      运输设备     

电子办公设备     

五、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4,403,064.91   3,967,469.60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1,903,115.08   1,746,965.15 

      机械设备 2,241,650.80   2,006,755.09 

      运输设备 51,258.94   34,467.90 

电子办公设备 207,040.09   179,281.46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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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876.70  1,066,876.70 

土地使用权  1,066,876.70  1,066,876.70 

二、累计摊销合计：  7,112.52  7,112.52 

土地使用权  7,112.52  7,112.52 

三、无形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1,059,764.18  

土地使用权    1,059,764.18  

四、减值准备合计：      

土地使用权      

五、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1,059,764.18  

土地使用权    1,059,764.18  

（九）短期借款 

1、短期借款情况表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委托贷款  7,500,000.00 

合  计  7,500,000.00 

注：本期集团委托贷款已于 2020年 10月 10日还清。 

（十）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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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付账款情况表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材料费 1,550,455.70 1,792,661.85 

合  计 1,550,455.70 1,792,6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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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博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322,828.14  20.82 

安徽百之灵印务有限公司  267,931.35  17.28 

安徽双环制版彩印有限公司  243,528.70  15.71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197,628.84  12.75 

合肥市地方税务局印刷厂  141,578.00  9.13 

合  计 1,173,495.03 75.69 

（十一）应交税费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值税 200,168.36 118,028.03 

个人所得税 12,145.45 11,889.48 

房产税 147,202.90 124,269.21 

城市维护建设税 14,549.68 8,772.78 

教育费附加 8,459.24 5,982.62 

水利基金 4,966.41 5,375.66 

合  计 387,492.04 274,317.78 

（十二）其他应付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937,364.69 2,242,037.85 

合  计 1,937,364.69 2,242,037.85 

1.其他应付款 

（1）按款项性质列示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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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代收代付款 182,164.22 182,164.22 

押金 84,000.00 84,000.00 

往来款 1,671,200.47 1,975,873.63 

合  计 1,937,364.69 2,242,0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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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制改革职工安置费 1,651,972.57 预提改制费用 85.27 

合  计 1,651,972.57  85.27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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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300.00 100.00 9,000,000.00  11,037,300.00 100.00 

安徽出版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37,300.00 100.00 9,000,000.00  11,037,300.00 100.00 

注：本年度根据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 9,000，000.00 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11,037,300.00 元。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收到股东增资款 9,000,000.00 元，变更后实收资本

为 11,037,300.00元。于 2020年 9月 21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十四）未分配利润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期初余额 -381,468.61 -4,851,155.44 

本期增加额  4,322,700.00 

其中：本期净利润转入 -250,742.49 146,986.83 

其他调整因素 761,1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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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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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资本   

其他减少   

本期期末余额 128,980.95 -381,468.61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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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6,023.73 5,626,191.04 9,354,098.54 6,529,505.31 

印刷收入 7,416,023.73 5,626,191.04 9,354,098.54 6,529,505.31 

2．其他业务小计 288,532.12  264,594.60  

租赁收入 288,532.12  264,594.60  

合  计 7,704,555.85 5,626,191.04 9,618,693.14 6,529,505.31 

（十六）税金及附加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28,537.04   32,536.82  

教育税金及附加 12,230.96  9,329.84  

地方教育发及附加 8,153.45   13,944.34  

房产税 3,289.28   3,725.50  

土地使用税 24,243.75  

水利基金 4,449.44  5,612.44  

印花税 56,126.71 106,269.59 

合计 137,030.63 171,418.53 

（十七）销售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等 511,418.60 426,113.30 

交通费 5,890.25 48,835.71 

办公费 2,859.58 5,652.25 

招待费 59,765.22 50,992.00 

物流运输费 24,321.58 46,145.69 

快递邮寄费 21,056.70 32,132.55 

投标费用 5,5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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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47,255.21 42,474.24 

合  计 778,084.12 652,345.74 

（十八）管理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等 742,070.16 1,040,297.03 

办公费 29,552.75 34,575.43 

固定资产折旧 87,562.37 106,865.49 

无形资产摊销 7,112.52  

交通费 999.95 283.7 

车辆维护费用 17,097.48 90,818.11 

招待费 7,125.66 68,265.08 

水电费 46,195.68 33,656.49 

其他 193,889.87 432,536.12 

资产保险费  9,327.35 

合  计 1,131,606.44 1,816,624.80 

（十九）财务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利息支出 278,076.16  336,943.75  

减：利息收入 12,418.03  7,187.95  

手续费 2,710.82 1,658.55 

其他 1,140.00 1,000.00 

合  计 269,508.95  332,414.35  

（二十）资产减值损失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坏账损失 -13,377.16 -89,393.33 

二、存货跌价损失   

合  计 -13,377.16 -89,393.33 

（二十一）营业外收入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往来核销  119,9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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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500.00  

合  计 500.00 119,995.75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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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742.49 146,986.83 

加：资产减值准备 13,377.16 89,393.33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439,577.61 533,109.51 

    无形资产摊销 7,1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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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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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556.58 287,689.78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553,195.92 4,448,067.9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8,581,980.7 -6,029,852.69 

    其他 761,19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3,711.35 -524,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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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7,188,822.43 2,002,533.78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002,533.78 2,527,1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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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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6,288.65 -524,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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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8,822.43 2,002,533.78 

  其中：库存现金 3,643.93 1,645.51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7,185,178.50 2,000,8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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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8,822.43 2,002,533.78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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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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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瑞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最终同一控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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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情况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收账款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0.00  

应收账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7,094.00 460.80 

应收账款 黄山书社 124,840.00  

应收账款 安徽教育出版社 4,800.00 4,800.00 

其他应收款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1,904.52 71,904.52 

其他应收款 安徽瑞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33,921.94 33,9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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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批准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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