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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经 常 性 损 益 鉴 证 报 告  

大华核字[2022] 009241号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电热）2021 年度、2020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

其附注（以下简称明细表）。 

一、管理层的责任 

东方电热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

(〔2008〕43 号公告)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东方电热管理层编制

的上述明细表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

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

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以获取有关明细表金额和披露的相关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东方电热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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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公允

反映了东方电热 2021 年度、2020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

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东方电热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时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

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我们同意本报告作为东方电

热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的必备文件，随同

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俊峰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世盛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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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91,515.11 -1,138,674.10 -22,169.9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609,254.76 9,021,148.74 6,455,654.4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3,331,265.54 10,828,261.46 7,136,743.8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04.00 20,954.3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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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62,563.50 2,801,538.02 2,351,631.2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6,748,947.09 -36,748,947.09  

所得税影响额 -13,041,249.75 2,096,875.75 -2,663,810.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931.02 13,602.53 400,820.49 

合计 70,398,439.01 -13,105,240.36 13,658,869.49 

法定代表人：谭伟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罗月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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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政府补助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 3,310,822.56   

海洋油气高效分离装备 

关键技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发展专项资金 
4,277,274.96 1,626,178.65 1,629,805.44 

东方电热 2010 年老厂拆迁补偿款 985,183.44 985,183.46 1,101,564.62 

镇江新区 2018 年区级研发机构奖励资金  1,000,000.00  

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 900,000.00 1,269,000.00  

高新科技企业培育资助 738,500.00   

东方九天 2019 年土地优惠补偿款 462,857.28 462,857.28 925,714.56 

镇江市区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426,800.00   

稳岗补贴 359,451.90 878,909.25 311,099.55 

其他 2,148,364.62 2,799,020.10 2,487,470.31 

合计 13,609,254.76 9,021,148.74 6,455,654.48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2021 年度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系根据终审裁决无需支付原未决诉讼

损失计提相关的预计负债当年转回 36,748,947.09 元； 

2020 年度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系根据一审判决计提的未决诉讼损失

相关预计负债 36,748,947.09 元； 

2019 年度无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三、无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

目的情况。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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