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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2022〕云审字第 D-020号

福建海峡区块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审计意⻅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福建海峡区块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

区块链）财务报表，包括 2022年 9⽉ 30⽇的资产负债表，2022年 1-9

⽉年度的利润表、现⾦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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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海峡区块链公司2022年9⽉30⽇的财务状况以及2022

年 1-9⽉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流量。

⼆、形成审计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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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于海峡区块

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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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表审计意⻅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海峡区块链公司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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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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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海峡区块链的持续经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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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海峡区块链、终⽌运营或别⽆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海峡区块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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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具包含审计意⻅的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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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设

计和实 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

为发表审计意⻅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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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错报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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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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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

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海峡区块链公司的持续经营能⼒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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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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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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区块链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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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云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主任会计师）

中国·福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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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企业的基本情况

福建海峡区块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成⽴于 2016年 7⽉ 12

⽇；公司统⼀社会信⽤代码为 91350104MA349MJT3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然⼈投

资或控股)；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乐区⽂武砂镇壶江路 2 号中国东南⼤数据产业园 5

号研发楼；法定代表⼈：韩芝玲；注册资本：1,000 万元；营业期限：2016年 7⽉ 12⽇

⾄⻓期；经营范围：许可项⽬：互联⽹信息服务；⻝品互联⽹销售；⻝品经营；⻝品经

营（销售预包装⻝品）；⻝品经营（销售散装⻝品）；⻝品互联⽹销售（销售预包装⻝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经相关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以

相关部⻔批准⽂件或许可证件为准）⼀般项⽬：⼤数据服务；⽹络技术服务；计算机系

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机械设备

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供应链管理服务；⽇⽤品销售；⽇⽤品批发；

⽇⽤杂品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品批发；⺟婴⽤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物销售；

鲜⾁零售；鲜⾁批发；鲜蛋零售；鲜蛋批发；新鲜⽔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农产

品零售；⾖及薯类销售；互联⽹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产品零售；⽔产品

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外，凭营业执照依法⾃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的交易和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和其他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应⽤指南及准则解释的规定进⾏确认和计量，在此基

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流量等有关信息。

四、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会计期间

公司会计年度⾃公历每年 1⽉ 1⽇起⾄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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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本位币

公司以⼈⺠币为记账本位币。

(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制为基础，采⽤借贷记账法记账。公司在对会计要素进⾏

计量时，⼀般采⽤历史成本，在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的情况

下，可以采⽤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或公允价值计量。

(四)现⾦及现⾦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公司在编制现⾦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等价物，是指公司持有的期限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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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变动⻛险很⼩

的投资。

受到限制的银⾏存款，不作为现⾦流量表中的现⾦及现⾦等价物。

(五)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1.外币业务

发⽣外币业务时，外币⾦额按交易发⽣⽇的即期汇率折算为⼈⺠币⼊账，期末按照

下列⽅法对外币货币性项⽬和外币⾮货币性项⽬进⾏处理：

（1）外币货币性项⽬采⽤资产负债表⽇即期汇率折算。因资产负债表⽇即期汇率与

初始确认或者前⼀资产负债表⽇即期汇率不同⽽产⽣的汇兑差额，计⼊当期损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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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货币性项⽬，按公允价值确定⽇即期汇率折算，由

此产⽣的汇兑损益计⼊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4）外币汇兑损益除与购建或者⽣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有关的外币专⻔借款

产⽣的汇兑损益，在资产达到预定可使⽤或者可销售状态前计⼊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的成本，其余均计⼊当期损益。

2.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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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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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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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照上述折算产⽣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计⼊其他综合收益。处置境外经

营时，将与该境外经营相关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所有者权益项⽬转⼊处置当期

损益。

（4）现⾦流量表采⽤现⾦流量发⽣⽇的即期汇率折算。汇率变动对现⾦的影响额作

为调节项⽬，在现⾦流量表中单独列示。

(六)⾦融⼯具

当公司成为⾦融⼯具合同的⼀⽅时，确认与之相关的⼀项⾦融资产或⾦融负债。

1.⾦融资产的分类、确认依据和计量⽅法

公司根据所管理⾦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融资产的合同现⾦流量特征，将⾦融资产

划分为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其他综合收益

的⾦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当期损益的⾦融资产。

⾦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当期损

益的⾦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直接计⼊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融资产，相关交易

费⽤计⼊初始确认⾦额。对于公司初始确认的应收账款未包含《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所定义的重⼤融资成分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规定不考虑不

超过⼀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分的，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的交易价格进⾏初始计量。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融资产

公司管理此类⾦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以收取合同现⾦流量为⽬标，且此类⾦融资产

的合同现⾦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致，即在特定⽇期产⽣的现⾦流量，仅为对本

⾦和以未偿付本⾦⾦额为基础的利息的⽀付。公司对于此类⾦融资产，采⽤实际利率法，

按照摊余成本进⾏后续计量，其摊销或减值产⽣的利得或损失，计⼊当期损益。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其他综合收益的⾦融资产

公司管理此类⾦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既以收取合同现⾦流量为⽬标⼜以出售为⽬

标，且此类⾦融资产的合同现⾦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致。此类⾦融资产按照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其他综合收益，但减值损失或利得、汇兑损益和按照实际利率



9

法计算的利息收⼊计⼊当期损益。

对于⾮交易性权益⼯具投资，公司可在初始确认时将其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其他综合收益的⾦融资产。该指定在单项投资的基础上作出，相关

投资从发⾏⽅的⻆度符合权益⼯具的定义。公司将该类⾦融资产的相关股利收⼊计⼊当

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计⼊其他综合收益。当该⾦融资产终⽌确认时，之前计⼊其他综

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留存收益，不计⼊当期损益。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当期损益的⾦融资产

除上述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其他综合收益的

⾦融资产外，公司将其余所有的⾦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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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初始确认时，公司为了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将部分⾦融资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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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融资产按公允价值

进⾏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当期损益。

2.⾦融负债的分类、确认依据和计量⽅法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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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其他⾦融负债。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当期损益的⾦融负债，相关交

易费⽤直接计⼊当期损益，其他⾦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计⼊其初始确认⾦额。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当期损益的⾦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当期损益的⾦融负债，包括交易性⾦融负债（含属于

⾦融负债的衍⽣⼯具）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当期损益的⾦融负债。

交易性⾦融负债（含属于⾦融负债的衍⽣⼯具），按照公允价值进⾏后续计量，除

与套期会计有关外，公允价值变动计⼊当期损益。

公司在⾦融负债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当期损益的⾦

融负债，由公司⾃身信⽤⻛险变动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其他综合收益，且终⽌确认

该负债时，计⼊其他综合收益的⾃身信⽤⻛险变动引起的其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转⼊留

存收益。其他公允价值变动计⼊当期损益。若按上述⽅式对该等⾦融负债的⾃身信⽤⻛

险变动的影响进⾏处理会造成或扩⼤损益中的会计错配的，公司将该⾦融负债的全部利

得或损失（包括企业⾃身信⽤⻛险变动的影响⾦额）计⼊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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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融负债

除不符合终⽌确认条件的⾦融资产转移或继续涉⼊被转移⾦融资产所形成的⾦融负

债、财务担保合同外的其他⾦融负债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融负债，按摊余成本进

⾏后续计量，终⽌确认或摊销产⽣的利得或损失计⼊当期损益。

3.⾦融资产和⾦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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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法

⾦融资产转移的确认

情形 确认结果

已转移⾦融资产所有权上⼏乎所有的⻛险和报酬
终⽌确认该⾦融资产(确认新资产/负债)

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融

资产所有权上⼏乎所有的⻛

险和报酬

放弃了对该⾦融资产的控制

未放弃对该⾦融资产的控制 按照继续涉⼊被转移⾦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资产和负债

保留了⾦融资产所有权上⼏

乎所有的⻛险和报酬
继续确认该⾦融资产,并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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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融资产整体转移满⾜终⽌确认条件的，应当将下列两项⾦额的差额计⼊当期

损益：被转移⾦融资产在终⽌确认⽇的账⾯价值；因转移⾦融资产⽽收到的对价，与原

直接计⼊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涉及转移的⾦融资产为《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号——⾦融⼯具确认和计量》第⼗⼋条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其他综

合收益的⾦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2）转移⾦融资产的⼀部分，且该被转移部分整体满⾜终⽌确认条件的，应当将转

移前⾦融资产整体的账⾯价值，在终⽌确认部分和继续确认部分（在此种情形下，所保

留的服务资产应当视同继续确认⾦融资产的⼀部分）之间，按照转移⽇各⾃的相对公允

价值进⾏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额的差额计⼊当期损益：终⽌确认部分在终⽌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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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价值；终⽌确认部分收到的对价（包括获得的所有新资产减去承担的所有新负债），

与原计⼊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确认部分的⾦额（涉及部分转

移的⾦融资产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融⼯具确认和计量》第⼗⼋条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其他综合收益的⾦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融资产转移不满⾜终⽌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所转移的⾦融资产整体，并将收到

的对价确认为⼀项⾦融负债。

5.⾦融负债的终⽌确认条件

⾦融负债（或其⼀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应当终⽌确认该⾦融负债（或该

部分⾦融负债）。如存在下列情况：

（1）公司将⽤于偿付⾦融负债的资产转⼊某个机构或设⽴信托，偿付债务的义务仍

存在的，不应当终⽌确认该⾦融负债。

（2）公司（借⼊⽅）与借出⽅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新⾦融负债⽅式替换原⾦融负

债（或其⼀部分），且合同条款实质上是不同的，公司应当终⽌确认原⾦融负债（或其

⼀部分），同时确认⼀项新⾦融负债。

⾦融负债（或其⼀部分）终⽌确认的，公司将其账⾯价值与⽀付的对价（包括转出

的⾮现⾦资产或承担的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当期损益。

6.⾦融资产减值

（1）减值准备的确认⽅法

公司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融资产（含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具投资和租赁应收款以预期信⽤损失为基础进⾏减值会计处理并

确认损失准备。此外，对合同资产、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也按照本部分所述会计

政策计提减值准备和确认减值损失。

预期信⽤损失，是指以发⽣违约的⻛险为权重的⾦融⼯具信⽤损失的加权平均值。

信⽤损失，是指本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流量与预

期收取的所有现⾦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短缺的现值。

除购买或源⽣的已发⽣信⽤减值的⾦融资产外，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评估相关

⾦融资产的信⽤⻛险⾃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如果信⽤⻛险⾃初始确认后并未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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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处于第⼀阶段，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融资产未来 12个⽉内预期信⽤损失的⾦

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险⾃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信⽤减值的，处于

第⼆阶段，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融资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损失的⾦额计量损失准

备；如果⾦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已经发⽣信⽤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相当

于该⾦融资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损失的⾦额计量损失准备。本公司在评估预期信⽤

损失时，考虑在资产负债表⽇⽆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即可获得的有关过去事

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

未来 12个⽉内预期信⽤损失，是指因资产负债表⽇后 12个⽉内（若⾦融资产的预

计存续期少于 12个⽉，则为预计存续期）可能发⽣的⾦融资产违约事件⽽导致的预期信

⽤损失，是整个存续期预期信⽤损失的⼀部分。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具有较低信⽤⻛险的⾦融⼯具，本公司假设其信⽤⻛险⾃初始

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选择按照未来 12个⽉内的预期信⽤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本公司对于处于第⼀阶段和第⼆阶段、以及较低信⽤⻛险的⾦融资产，按照其未扣

除减值准备的账⾯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对于处于第三阶段的⾦融资产，按照

其账⾯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后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

（2）已发⽣减值的⾦融资产

本公司对⾦融资产预期未来现⾦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项或多项事件发⽣时，该⾦

融资产成为已发⽣信⽤减值的⾦融资产。⾦融资产已发⽣信⽤减值的证据包括下列可观

察信息：

A.发⾏⽅或债务⼈发⽣重⼤财务困难；

B.债务⼈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或本⾦违约或逾期等；

C.债权⼈出于与债务⼈财务困难有关的经济或合同考虑，给予债务⼈在任何其他情

况下都不会做出的让步；

D.债务⼈很可能破产或进⾏其他财务重组；

E.发⾏⽅或债务⼈财务困难导致该⾦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

F.以⼤幅折扣购买或源⽣⼀项⾦融资产，该折扣反映了发⽣信⽤损失的事实。

⾦融资产发⽣信⽤减值，有可能是多个事件的共同作⽤所致，未必是可单独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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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所致。

（3）购买或源⽣的已发⽣信⽤减值的⾦融资产

公司对购买或源⽣的已发⽣信⽤减值的⾦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仅将⾃初始确认

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损失的累计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在每个资产负债表⽇，将整

个存续期内预期信⽤损失的变动⾦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当期损益。即使该资产负

债表⽇确定的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损失⼩于初始确认时估计现⾦流量所反映的预期信

⽤损失的⾦额，也将预期信⽤损失的有利变动确认为减值利得。

（4）信⽤⻛险显著增加的判断标准

如果某项⾦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显著⾼于在初始

确认时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则表明该项⾦融资产的信⽤⻛险显著增加。除

特殊情况外，本公司采⽤未来 12个⽉内发⽣的违约⻛险的变化作为整个存续期内发⽣违

约⻛险变化的合理估计，以确定⾃初始确认后信⽤⻛险是否显著增加。

（5）评估⾦融资产预期信⽤损失的⽅法

本公司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融资产的预期信⽤损失。对信⽤⻛险显著不同的⾦融

资产单项评估信⽤⻛险，如：应收关联⽅款项；应收政府机关单位款项；已有明显迹象

表明债务⼈很可能⽆法履⾏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除了单项评估信⽤⻛险的⾦融资产外，本公司基于共同⻛险特征将⾦融资产划分为

不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险。

（6）⾦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法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计算各类⾦融资产的预计信⽤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

加或转回⾦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当期损益。

公司实际发⽣信⽤损失，认定相关⾦融资产⽆法收回，经批准予以核销的，直接减

记该⾦融资产的账⾯余额。已减记的⾦融资产以后⼜收回的，作为减值损失的转回计⼊

收回当期的损益。

7.财务担保合同

财务担保合同，是指债务⼈到期不能按照 初或修改后的债务⼯具条款偿付债务时，

发⾏⽅向蒙受损失的合同持有⼈赔付特定⾦额的合同。财务担保合同在初始确认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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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计量。不属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当期损益的⾦融负债的财务

担保合同，在初始确认后，按照资产负债表⽇确定的预期信⽤损失准备⾦额和初始确认

⾦额扣除按照收⼊确认原则确定的累计摊销额后的余额，以两者之中的较⾼者进⾏后续

计量。

8.衍⽣⾦融⼯具

衍⽣⾦融⼯具初始以衍⽣交易合同签订当⽇的公允价值计量，并以其公允价值进⾏

后续计量。公允价值为正数的衍⽣⾦融⼯具确认为⼀项资产，公允价值为负数的衍⽣⾦

融⼯具确认为⼀项负债。

除与套期会计有关外，衍⽣⼯具公允价值变动⽽产⽣的利得或损失，直接计⼊当期

损益。

9.⾦融资产和⾦融负债的抵销

⾦融资产和⾦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没有相互抵销。但是，同时满⾜下

列条件的，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1）公司具有抵销已确认⾦融资产和⾦融负债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现在是

可执⾏的；

（2）公司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融资产和清偿该⾦融负债。

10.权益⼯具

权益⼯具是指能证明拥有公司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的合同。公司

发⾏（含再融资）、回购、出售或注销权益⼯具作为权益的变动处理。公司不确认权益

⼯具的公允价值变动。与权益性交易相关的交易费⽤从权益中扣减。

公司对权益⼯具持有⽅的各种分配（不包括股票股利），作为利润分配，减少所有

者权益。发放的股票股利不影响所有者权益总额。

(七)套期⼯具

1.套期会计⽅法及套期⼯具

套期会计⽅法是指公司将套期⼯具和被套期项⽬产⽣的利得或损失在相同会计期间

计⼊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反映⻛险管理活动影响的⽅法。

套期⼯具是指公司为进⾏套期⽽指定的、其公允价值或现⾦流量变动预期可抵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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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项⽬的公允价值或现⾦流量变动的⾦融⼯具，分为公允价值套期、现⾦流量套期和

境外净投资套期。被套期项⽬是指公司⾯临公允价值或现⾦流量变动⻛险，且被指定为

被套期对象的、能够可靠计量的项⽬。对于满⾜下列条件的套期⼯具，运⽤套期会计⽅

法进⾏处理：

（1）套期关系仅由符合条件的套期⼯具和被套期项⽬组成；

（2）在套期开始时，公司正式指定了套期⼯具和被套期项⽬，并准备了关于套期关

系和公司从事套期的⻛险管理策略和⻛险管理⽬标的书⾯⽂件。该⽂件⾄少载明了套期

⼯具、被套期项⽬、被套期⻛险的性质以及套期有效性评估⽅法（包括套期⽆效部分产

⽣的原因分析以及套期⽐率确定⽅法）等内容；

（3）套期关系符合套期有效性的要求。套期同时满⾜下列条件的，应当认定套期关

系符合套期有效性要求：

A.被套期项⽬和套期⼯具之间存在经济关系。该经济关系使得套期⼯具和被套期项

⽬的价值因⾯临相同的被套期⻛险⽽发⽣⽅向相反的变动；

B.被套期项⽬和套期⼯具经济关系产⽣的价值变动中，信⽤⻛险的影响不占主导地

位；

C.套期关系的套期⽐率，应当等于企业实际套期的被套期项⽬数量与对其进⾏套期

的套期⼯具实际数量之⽐。

2.套期会计确认和计量

（1）公允价值套期满⾜上述条件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A.套期⼯具产⽣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当期损益；

B.被套期项⽬因被套期⻛险敞⼝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当期损益，同时调整未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已确认被套期项⽬的账⾯价值。

（2）现⾦流量套期满⾜上述条件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A.套期⼯具产⽣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作为现⾦流量套期储备，应

当计⼊其他综合收益。现⾦流量套期储备的⾦额，应当按照下列两项的绝对额中较低者

确定：

（A）套期⼯具⾃套期开始的累计利得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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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被套期项⽬⾃套期开始的预计未来现⾦流量现值的累计变动额。

每期计⼊其他综合收益的现⾦流量套期储备的⾦额应当为当期现⾦流量套期储备的

变动额。

B.套期⼯具产⽣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效套期的部分（即扣除计⼊其他综合收益后

的其他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当期损益。公司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现⾦流量套期储备

进⾏后续处理：

（A）被套期项⽬为预期交易，且该预期交易使企业随后确认⼀项⾮⾦融资产或⾮

⾦融负债，或者⾮⾦融资产或⾮⾦融负债的预期交易形成⼀项适⽤于公允价值套期会计

的确定承诺时，公司应当将原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现⾦流量套期储备⾦额转出，计

⼊该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额；

（B）对于不属于上述（A）涉及的现⾦流量套期，公司应当在被套期的预期现⾦流

量影响损益的相同期间，将原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现⾦流量套期储备⾦额转出，计

⼊当期损益；

（C）如果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现⾦流量套期储备⾦额是⼀项损失，且该损失

全部或部分预计在未来会计期间不能弥补的，公司应当将预计不能弥补的部分从其他综

合收益中转出，计⼊当期损益。

（3）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满⾜上述条件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A.套期⼯具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套期有效的部分，应当计⼊其他综合收益；

全部或部分处置境外经营时，上述计⼊其他综合收益的套期⼯具利得或损失应当相

应转出，计⼊当期损益。

B.套期⼯具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套期⽆效的部分，应当计⼊当期损益。

公司对套期关系作出再平衡的，应当在调整套期关系之前确定套期关系的套期⽆效

部分，并将相关利得或损失⽴即计⼊当期损益。同时，更新在套期剩余期限内预期将影

响套期关系的套期⽆效部分产⽣原因的分析，并相应更新套期关系的书⾯⽂件。

套期关系再平衡可能会导致企业增加或减少指定套期关系中被套期项⽬或套期⼯具

的数量。企业增加了指定的被套期项⽬或套期⼯具的，增加部分⾃指定增加之⽇起作为

套期关系的⼀部分进⾏处理；企业减少了指定的被套期项⽬或套期⼯具的，减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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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减少之⽇起不再作为套期关系的⼀部分，作为套期关系终⽌处理。

(⼋)应收票据

本公司对于应收票据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损失⾦额计量损失准备。

本公司认为所持有的银⾏承兑汇票的承兑银⾏信⽤评级较⾼，不存在重⼤的信⽤⻛险，

也未计提损失准备。本公司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的预期信⽤损失的确定⽅法及会计处理

⽅法与应收账款的预期信⽤损失的确定⽅法及会计处理⽅法⼀致。基于应收票据的信⽤

⻛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银⾏承兑汇票 承兑⼈为信⽤⻛险较⼩的银⾏

商业承兑汇票 以承兑⼈的信⽤⻛险划分

(九)应收款项

本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所规定的、不含重⼤融资成分（包括

根据该准则不考虑不超过⼀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的应收款项，按照相当于整个

存续期内预期信⽤损失的⾦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本公司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应收利息、其他应收款、⻓期应收款、应收保

理款等。在资产负债表⽇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了减值的，本公司根据其账⾯价值与预

计未来现⾦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本公司以共同⻛险特征为依据，按照客户类别等共同信⽤⻛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分为

不同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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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额重⼤的应收款项指单项⾦额 200万元⼈⺠币以上（含 200万元）且单项⾦额超

过期末应收款项余额 10%的款项

单项⾦额重⼤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

⽅法

单独进⾏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了减值的，应当根据其未来现⾦流量现值低

于其账⾯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经减值测试后不存在减值

的，应当包括在具有类似⻛险组合特征的应收款项中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法

账龄组合 账龄状态 账龄分析法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款项 具有类似的信⽤⻛险特征 不计提坏账准备

保证⾦、押⾦、备⽤⾦ 具有较低的信⽤⻛险特征 不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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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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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2年（含 2年） 10 10

2－3年（含 3年） 30 30

3-4年（含 4年） 50 50

4-5年（含 5年）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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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诉款项、客户信⽤状况恶化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法 根据其未来现⾦流量现值低于其账⾯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4.公司坏账损失的确认标准及核销原则

（1）因债务⼈破产，依照法律程序清偿后，确定⽆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2）因债务⼈死亡，既⽆遗产可供清偿，⼜⽆义务承担⼈，确定⽆法收回的应收款

项；

（3）因债务⼈逾期三年未履⾏偿债义务，并且有确凿证据表明⽆法收回或收回的可

能性不⼤的应收款项。

(⼗)存货

1.存货的分类

公司存货是指在⽣产经营过程中持有以备销售，或者仍然处在⽣产过程，或者在⽣

产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将消耗的材料或物资等，包括各类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

在产品、产成品（库存商品）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法

存货取得按照成本进⾏初始计量。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成本和其他成本。

应计⼊存货成本的借款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处理。投资者

投⼊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

公允的除外。

发出存货的计价⽅法：采⽤加权平均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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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永续盘存制。

4.低值易耗品及包装物的摊销⽅法

采⽤“⼀次摊销法”核算。

5.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法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低于账⾯成本的，按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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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为⽣产⽽持有的材料等，⽤其⽣产的产成品的可

变现净值⾼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

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为执⾏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基础

计算。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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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当以⼀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2）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法：按单个存货项⽬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合同资产

1.合同资产的确认⽅法及标准

合同资产，是指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

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本公司向客户销售两项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因已交付其中

⼀项商品⽽有权收取款项，但收取该款项还取决于交付另⼀项商品的，本公司将该收款

权利作为合同资产。

2.合同资产预期信⽤损失的确定⽅法及会计处理⽅法

对于合同资产，⽆论是否包含重⼤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

预期信⽤损失的⾦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额，作为减

值损失或利得计⼊当期损益。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计算合同资产预期信⽤损失，如果该预期信⽤损失⼤于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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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额，将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每个资产负债表⽇重新计量

预期信⽤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转回⾦额，确认为减值利得。

(⼗⼆)⻓期股权投资

1.初始投资成本确定

（1）企业合并形成的⻓期股权投资

A.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以⽀付现⾦、转让⾮现⾦资产或承担债务⽅式以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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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控制⽅合并

财务报表中的账⾯价值的份额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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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控制⽅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价值的份额，确定⻓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合并⽇⻓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达到合并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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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资本

溢价或股本溢价不⾜冲减的，冲减留存收益。

B.⾮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在购买⽇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确定的合并成本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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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企业合并形成的⻓期股权投资以外，其他⽅式取得的⻓期股权投资，按照下

列规定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A.以⽀付现⾦取得的⻓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实际⽀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

本。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税⾦及其他必要⽀出。

B.以发⾏权益性证券取得的⻓期股权投资，按照发⾏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

始投资成本。

C.通过⾮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7号——⾮货币性资产交换》确定。

D.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

——债务重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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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续计量和损益确认⽅法

（1）成本法核算：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期股权投资，采⽤成本法核算。

采⽤成本法核算时，追加或收回投资调整⻓期股权投资的成本。采⽤成本法核算的⻓期

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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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股利或利润确认投资收益，不

再划分是否属于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

（2）权益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共同控制或重⼤影响的⻓期股权投资，除对联营企

业的权益性投资，其中⼀部分通过⻛险投资机构、共同基⾦、信托公司或包括投连险基

⾦在内的类似主体间接持有的，⽆论以上主体是否对这部分投资具有重⼤影响，公司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融⼯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对间接持有的该部分

投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损益外，采⽤权益法核算。采⽤权益法核算时，

公司取得⻓期股权投资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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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调整⻓期股权投资的账⾯价值；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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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减少⻓期股权

投资的账⾯价值；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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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调整⻓期股权投资的账⾯价值并计⼊所有者权益。公司确认被投

资单位发⽣的净亏损，以⻓期股权投资的账⾯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

投资的⻓期权益减记⾄零为限，公司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外。被投资单位以后实

现净利润的，公司在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恢复确认收益分享额。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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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可辨认资产

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调整，并且将公司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之间发⽣的内部交易损益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公司与被投资单位发

⽣的内部交易损失，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等规定属于资产减值损

失的则全额确认。如果被投资单位采⽤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与公司不⼀致的，按照公

司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进⾏调整，并据以确认投资损益。

对于⾸次执⾏⽇之前已经持有的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期股权投资，如存在与

该投资相关的股权投资借⽅差额，按原剩余期限直线法摊销，摊销⾦额计⼊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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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置⻓期股权投资，其账⾯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差额，计⼊当期损益。采⽤权

益法核算的⻓期股权投资，因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计⼊所

有者权益的，处置该项投资时将原计⼊所有者权益的部分按相应⽐例转⼊当期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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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影响的依据

控制是指投资⽅拥有对被投资⽅的权⼒,通过参与被投资⽅的相关活动⽽享有可变

回报，并且有能⼒运⽤对被投资⽅的权⼒影响其回报⾦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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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是否存在共同控制时，⾸先判断

所有参与⽅或参与⽅组合是否集体控制该安排，如果所有参与⽅或⼀组参与⽅必须⼀致

⾏动才能决定某项安排的相关活动，则认为所有参与⽅或⼀组参与⽅集体控制该安排。

其次再判断该安排相关活动的决策是否必须经过这些集体控制该安排的参与⽅⼀致同

意。当且仅当相关活动的决策要求集体控制该安排的参与⽅⼀致同意时，才形成共同控

制。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组合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的，不构成共同控制。

判断是否存在共同控制时，不考虑享有的保护性权利。

重⼤影响是指投资⽅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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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能否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

影响时，考虑投资⽅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表决权股份以及投资⽅及其他⽅持有

的当期可执⾏潜在表决权在假定转换为对被投资⽅单位的股权后产⽣的影响，包括被投

资单位发⾏的当期可转换的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影响。对外投资

符合下列情况时，⼀般确定为对投资单位具有重⼤影响：①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

似权⼒机构中派有代表；②参与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政策的制定过程；③与被投资单

位之间发⽣重要交易；④向被投资单位派出管理⼈员；⑤向被投资单位提供关键技术资

料。直接或通过⼦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企业 20%以上但低于 50%的表决权股份时，⼀般

认为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影响。

4.减值测试和减值准备计提⽅法

⻓期股权投资期末按账⾯价值与可收回⾦额孰低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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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期投资的减值迹象判断是否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当⻓期投资可收回⾦额低

于账⾯价值时，则按其差额计提⻓期投资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经确认，在以后会

计期间均不再转回。

(⼗三)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分类及计价⽅法

固定资产系使⽤寿命超过⼀个会计年度，为⽣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

所持有的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电⼦设备、器具及家具、运输设备。

固定资产的计价⽅法：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初始计量。投资者投⼊固定资产的成

本，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企业

对固定资产使⽤过程中发⽣的更新改造⽀出、⼤修理费⽤等，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

计⼊固定资产成本，同时将被替换部分的账⾯价值扣除，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计

⼊当期损益。

⾮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企业合并和融资租赁取得的固定资产的成本，分别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

组》《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确定。

2.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法

采⽤直线折旧法。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初始计量，除已提⾜折旧仍继续使⽤的固

定资产和单独计价⼊账的⼟地外，公司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固定资产从其达到预

定可使⽤状态的次⽉起，采⽤年限平均法提取折旧。但对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在

计提折旧时，按该项固定资产的账⾯价值，即固定资产原值减去累计折旧和已计提的减

值准备以及尚可使⽤年限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额。各类固定资产的估计残值率、

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预计使⽤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5.00% 20年 4.75%

运输设备 5.00% 10年 9.50%

电⼦设备 5.00% 3年 31.67%

办公设备 5.00% 3-5年 19.00%-31.67%

公司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法进⾏复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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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调整固定资产使⽤寿命；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

先估计数有差异的，调整预计净残值；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式有重⼤

改变的，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法。

3.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和减值准备计提⽅法

期末，公司按固定资产的减值迹象判断是否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当固定资产可收回

⾦额低于账⾯价值时，则按单项固定资产可收回⾦额低于账⾯价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当单项资产的可回收⾦额难以进⾏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

定资产组的可回收⾦额。资产减值损失⼀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均不再转回。

可回收⾦额根据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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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者确定。

固定资产预计未来现⾦流量的现值，按照该等资产在持续使⽤过程中和 终处置时

所产⽣的预计未来现⾦流量，以市场利率为折现率对其进⾏折现后的⾦额加以确定。

(⼗四)在建⼯程

在建⼯程以实际成本计价。其中为⼯程建设项⽬⽽发⽣的借款利息⽀出和外币折算

差额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的有关规定资本化或计⼊当期损益。在

建⼯程在达到预计使⽤状态之⽇起不论⼯程是否办理竣⼯决算均转⼊固定资产，对于未

办理竣⼯决算⼿续的待办理完毕后再作调整。

期末，公司按在建⼯程的减值迹象判断是否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当在建⼯程可收回

⾦额低于账⾯价值时，则按单项⼯程可收回⾦额低于账⾯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资

产减值损失⼀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均不再转回。

(⼗五)借款费⽤

1.借款费⽤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借款费⽤包括因借款发⽣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和辅助费⽤，以及因外币借款

⽽发⽣的汇兑差额。公司发⽣的借款费⽤，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

或者⽣产的，予以资本化，计⼊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在发⽣时根据其发⽣额

确认为费⽤，计⼊当期损益。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包括需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购建或者⽣产活动才能达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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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使⽤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借款费⽤同时满⾜下列条件，开始资本化：

（1）资产⽀出已经发⽣，资产⽀出包括为购建或者⽣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以

⽀付现⾦、转移⾮现⾦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的⽀出;

（2）借款费⽤已发⽣;

（3）为使资产达到预计可使⽤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产活动已经开

始。

2.借款费⽤资本化的期间

为购建或者⽣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发⽣的借款费⽤，满⾜上述资本化条件的，

在该资产达到预定可使⽤或者可销售状态前所发⽣的，计⼊该资产的成本，若资产的购

建或者⽣产活动发⽣⾮正常中断，并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个⽉，暂停借款费⽤的资本

化，将其确认为当期费⽤，直⾄资产的购建或者⽣产活动重新开始；当所购建或⽣产的

资产达到预定可使⽤或者销售状态时，停⽌其借款费⽤的资本化。在达到预定可使⽤或

者可销售状态后所发⽣的借款费⽤，于发⽣当期直接计⼊财务费⽤。

3.借款费⽤资本化⾦额的计算⽅法

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会计期间的利息（包括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资本化⾦额，按

照下列规定确定：

（1）为购建或者⽣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借⼊专⻔借款的，以专⻔借款当期实

际发⽣的利息费⽤，减去将尚未动⽤的借款资⾦存⼊银⾏取得的利息收⼊或进⾏暂时性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额确定。

（2）为购建或者⽣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占⽤了⼀般借款的，根据累计资产⽀

出超过专⻔借款部分的资产⽀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

⼀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额。

(⼗六)⽆形资产

1.⽆形资产的计价⽅法、使⽤寿命、减值测试

⽆形资产按实际成本计量。外购的⽆形资产，其成本包括购买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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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分期付款⽅式购买⽆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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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购买⽆形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条件延期⽀付，实际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形资

产的成本为购买价款的现值。投资者投⼊的⽆形资产的成本，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

的价值确定，在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情况下，按⽆形资产的公允价值⼊账。

通过⾮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形资产，其初始投资成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

—⾮货币性资产交换》确定。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形资产，其初始投资成本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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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取得⽆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寿命。使⽤寿命有限的⽆形资产⾃⽆形资产

可供使⽤时起，⾄不再作为⽆形资产确认时⽌，采⽤直线法分期平均摊销，计⼊损益。

对于使⽤寿命不确定的⽆形资产不进⾏摊销。

公司于每年年度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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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形资产的使⽤寿命及摊销⽅法与以前估计不同的，改变摊销期限和摊销⽅法。公

司在每个会计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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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资产的使⽤寿命是有限的，估计其使⽤寿命，并按上述规定处理。

期末公司按⽆形资产的减值迹象判断是否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当⽆形资产可收回⾦

额低于账⾯价值时，则按其差额提取⽆形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经确认，在以

后会计期间均不再转回。

2.内部研究开发⽀出会计政策

研究开发项⽬研究阶段⽀出与开发阶段⽀出的划分标准：研究阶段⽀出指为获取并

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进⾏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所发⽣的⽀出；开发阶段⽀出是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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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等所发⽣的⽀出。

公司内部⾃⾏开发的⽆形资产，在研究开发项⽬研究阶段的⽀出，于发⽣时计⼊当

期损益。开发项⽬开发阶段的⽀出，只有同时满⾜下列条件的，才能确认为⽆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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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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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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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证明其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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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以前期间已经费⽤化的开发阶段的⽀出不再调整。

(⼗七)⻓期待摊费⽤

⻓期待摊费⽤是指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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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经营租赁⽅式租⼊的固定资产发⽣的改良⽀出等。⻓期待摊费⽤在

相关项⽬的受益期内平均摊销。

(⼗⼋)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反映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本公司在向

客户转让商品之前，客户已经⽀付了合同对价或本公司已经取得了⽆条件收取合同对价

权利的，在客户实际⽀付款项与到期应⽀付款项孰早时点，按照已收或应收的⾦额确认

合同负债。

同⼀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以净额列示，不同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

不予抵销。

(⼗九)职⼯薪酬

职⼯薪酬是指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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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供给职⼯配偶、⼦⼥、受赡养⼈、已故员⼯遗属及其他受益⼈等的福利，

也属于职⼯薪酬。职⼯薪酬主要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期职⼯

福利。

1.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是指公司在职⼯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个⽉内需要全部

予以⽀付的职⼯薪酬，离职后福利和辞退福利除外。公司在职⼯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

将实际发⽣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根据职⼯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计⼊相关资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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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费⽤。

2.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是指企业为获得职⼯提供的服务⽽在职⼯退休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后，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离职后福利计划包括设

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其中，设定提存计划是指向独⽴的基⾦缴存固定费⽤后，

企业不再承担进⼀步⽀付义务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设定受益计划是指除设定提存计划以

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

（1）设定提存计划

设定提存计划包括基本养⽼保险、失业保险等。

在职⼯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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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设定受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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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定受益计划导致的职⼯薪

酬成本包括下列组成部分：

A.服务成本，包括当期服务成本、过去服务成本和结算利得或损失。其中，当期服

务成本，是指职⼯当期提供服务所导致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增加额；过去服务成

本，是指设定受益计划修改所导致的与以前期间职⼯服务相关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

的增加或减少。

B.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包括计划资产的利息收益、设定受益

计划义务的利息费⽤以及资产上限影响的利息。

C.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的变动。

除⾮其他会计准则要求或允许职⼯福利成本计⼊资产成本，公司将上述第 A和 B项

计⼊当期损益；第C项计⼊其他综合收益且不会在后续会计期间转回⾄损益，但可以在

权益范围内转移这些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额。

3.辞退福利

辞退福利是指企业在职⼯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的劳动关系，或者为⿎励职

⼯⾃愿接受裁减⽽给予职⼯的补偿。公司向职⼯提供辞退福利的，在下列两者孰早⽇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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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辞退福利产⽣的职⼯薪酬负债，并计⼊当期损益：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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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确认与涉及⽀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

本或费⽤时。

实⾏职⼯内部退休计划的，在正式退休⽇之前的经济补偿，属于辞退福利，⾃职⼯

停⽌提供服务⽇⾄正常退休⽇期间，拟⽀付的内退职⼯⼯资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次

性计⼊当期损益。正式退休⽇期之后的经济补偿（如正常养⽼退休⾦），按照离职后福

利处理。

4.其他⻓期职⼯福利

其他⻓期职⼯福利，是指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之外所有的职⼯薪酬，

包括⻓期带薪缺勤、⻓期残疾福利、⻓期利润分享计划等。公司向职⼯提供的其他⻓期

职⼯福利，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按照设定提存计划的有关规定进⾏处理;除上述情

形外的其他⻓期职⼯福利，按照设定受益计划的有关规定，确认和计量其他⻓期职⼯福

利净负债或净资产。在报告期末，公司将其他⻓期职⼯福利产⽣的福利义务归属于职⼯

提供服务期间，并计⼊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预计负债

公司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则将其确认为负债：①该义务

是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②该义务的履⾏可能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③该义务的⾦额能

够可靠地计量。

预计负债所需⽀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或其他⽅补偿时，或者补偿⾦额在基本

确定能收到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确认的补偿⾦额不超过所确认负债的账⾯价值。预

计负债按照履⾏相关现时义务所需⽀出的 佳估计数进⾏初始计量，并综合考虑与或有

事项有关的⻛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的，通过对

相关未来现⾦流出进⾏折现后确定 佳估计数。

在资产负债表⽇，公司对预计负债的账⾯价值进⾏复核，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价

值不能真实反映当前 佳估计数的，按照当前 佳估计数对该账⾯价值进⾏调整。

(⼆⼗⼀)收⼊

收⼊是本公司在⽇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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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

本公司在履⾏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取

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并从中获得⼏乎全部的经济利益，也包

括有能⼒阻⽌其他⽅主导该商品的使⽤并从中获得⼏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交易价格是本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额，不包括代第三⽅

收取的款项以及本公司预期将退还给客户的款项。在确定合同交易价格时，如果存在可

变对价，本公司按照期望值或 可能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 佳估计数，并以不超过

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极可能不会发⽣重⼤转回的⾦额计⼊交易价格。

合同中如果存在重⼤融资成分，本公司将根据客户在取得商品控制权时即以现⾦⽀付的

应付⾦额确定交易价格，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实际利

率法摊销，对于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与客户⽀付价款间隔不超过⼀年的，本公司不考虑

其中的融资成分。因转让商品⽽有权向客户收取的对价是⾮现⾦形式时，本公司按照⾮

现⾦对价在合同开始⽇的公允价值确定交易价格。⾮现⾦对价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

本公司参照其承诺向客户转让商品的单独售价间接确定交易价格。本公司预期将退还给

客户的款项，除了为⾃客户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商品外，将该应付对价冲减交易价格。

应付客户对价超过⾃客户取得的可明确区分商品公允价值的，超过⾦额作为应付客户对

价冲减交易价格。⾃客户取得的可明确区分商品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本公司将应

付客户对价全额冲减交易价格。在对应付客户对价冲减交易价格进⾏会计处理时，本公

司在确认相关收⼊与⽀付（或承诺⽀付）客户对价⼆者孰晚的时点冲减当期收⼊。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

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例，将交易价格分摊⾄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各单

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交易价格发⽣后续变动的,本公司按照在合同开始⽇所

采⽤的基础将该后续变动⾦额分摊⾄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对于因合同开始⽇之后单独售

价的变动不再重新分摊交易价格。

满⾜下列条件之⼀的，本公司属于在某⼀时段内履⾏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

时点履⾏履约义务：

（1）客户在本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本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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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户能够控制本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3）本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途，且本公司在整个合同期间

内有权就累计⾄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对于在某⼀时段内履⾏的履约义务，本公司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

但是，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本公司按照投⼊法（或产出法）确定提供服务的

履约进度。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本公司已经发⽣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按照已经发⽣的成本⾦额确认收⼊，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

对于在某⼀时点履⾏的履约义务，本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

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时，本公司会考虑下列迹象：

（1）本公司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

（2）本公司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了该商品的法定所

有权；

（3）本公司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占有该商品实物；

（4）本公司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

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险和报酬；

（5）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合同成本

合同成本包括取得合同发⽣的增量成本及合同履约成本。

为取得合同发⽣的增量成本是指本公司不取得合同就不会发⽣的成本(如销售佣⾦

等)。该成本预期能够收回的，本公司将其作为合同取得成本确认为⼀项资产。本公司为

取得合同发⽣的、除预期能够收回的增量成本之外的其他⽀出于发⽣时计⼊当期损益。

为履⾏合同发⽣的成本，不适⽤存货、固定资产或⽆形资产等相关准则的规范范围

的，且同时满⾜下列条件的，本公司将其作为合同履约成本确认为⼀项资产：

（1）该成本与⼀份当前或预期取得的合同直接相关，包括直接⼈⼯、直接材料、制

造费⽤（或类似费⽤）、明确由客户承担的成本以及仅因该合同⽽发⽣的其他成本；

（2）该成本增加了企业未来⽤于履⾏履约义务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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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成本预期能够收回。

合同取得成本确认的资产和合同履约成本确认的资产采⽤与该资产相关的商品或服

务收⼊确认相同的基础进⾏摊销，计⼊当期损益。

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产，其账⾯价值⾼于下列两项差额的，本公司对超出部分计提

减值准备，并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1）企业因转让与该资产相关的商品预期能够取得的剩余对价；

（2）为转让该相关商品估计将要发⽣的成本。

以前期间减值的因素之后发⽣变化，使得（1）减（2）的差额⾼于该资产账⾯价值

的，应当转回原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并计⼊当期损益，但转回后的资产账⾯价值不

应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资产在转回⽇的账⾯价值。

(⼆⼗三)政府补助

1.政府补助的类型

政府补助，是指公司从政府⽆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货币性资产，包括与资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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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公司取得的、⽤于购建或以其他⽅式形成⻓期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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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的确认原则和确认时点

政府补助的确认原则：

（1）公司能够满⾜政府补助所附条件；

（2）公司能够收到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同时满⾜上述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

3.政府补助的计量

（1）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公司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额计量。

（2）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公司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

的，按照名义⾦额计量（名义⾦额为⼈⺠币 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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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法

（1）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取得时冲减相关资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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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

按照名义⾦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当期损益。

（2）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A.⽤于补偿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或损失的，在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并

在确认相关成本费⽤或损失的期间，计⼊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B.⽤于补偿公司已发⽣的相关成本费⽤或损失的，在取得时直接计⼊当期损益或冲

减相关成本。

（3）对于同时包含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可以区分的，则

分不同部分分别进⾏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则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4）与公司⽇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费⽤。与公司⽇常活动⽆关的政府补助，计⼊营业外收⽀。财政将贴息资⾦直接

拨付给公司的，公司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

（5）已确认的政府补助需要退回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A.初始确认时冲减相关资产账⾯价值的，调整资产账⾯价值。

B.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额，超出部分计⼊当期损益。

C.属于其他情况的，直接计⼊当期损益。

(⼆⼗四)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1.公司在取得资产、负债时，确定其计税基础。资产、负债的账⾯价值与其计税基础

存在的暂时性差异，按照规定确认所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2.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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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

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①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②交易发

⽣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2）公司对与⼦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

⾜下列条件的，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①暂时性差异在可预⻅的未来很可能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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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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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于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视同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处理，以很可能获得⽤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3.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1）除下列交易中产⽣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公司确认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

⽣的递延所得税负债：①商誉的初始确认；②同时满⾜具有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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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发⽣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

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2）公司对与⼦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相

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但是，同时满⾜下列条件的除外：①投资企业能够控制暂时性差

异转回的时间；②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所得税的抵销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且意图以净额结算或取得资产、清偿负债同时进⾏

时，公司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且递延所得税资

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税收征管部⻔对同⼀纳税主体征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是对

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转回的期间内，

涉及的纳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清偿负债时，

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五)租赁

租赁，是指在⼀定期间内，出租⼈将资产的使⽤权让与承租⼈以获取对价的合同。

1.租赁的识别

在合同开始⽇，本公司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如果合同中⼀⽅让渡了

在⼀定期间内控制⼀项或多项已识别资产使⽤的权利以换取对价，则该合同为租赁或者

包含租赁。为确定合同是否让渡了在⼀定期间内控制已识别资产使⽤的权利，本公司进

⾏如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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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是否涉及已识别资产的使⽤。已识别资产可能由合同明确指定或在资产可

供客户使⽤时隐性指定，并且该资产在物理上可区分，或者如果资产的某部分产能或其

他部分在物理上不可区分但实质上代表了该资产的全部产能，从⽽使客户获得因使⽤该

资产所产⽣的⼏乎全部经济利益。如果资产的供应⽅在整个使⽤期间拥有对该资产的实

质性替换权，则该资产不属于已识别资产；

（2）承租⼈是否有权获得在使⽤期间内因使⽤已识别资产所产⽣的⼏乎全部经济利

益；

（3）承租⼈是否有权在该使⽤期间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

2.租赁的分拆和合并

合同中同时包含多项单独租赁的，本公司将合同予以分拆，并分别各项单独租赁进

⾏会计处理。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使⽤已识别资产的权利构成合同中的⼀项单独租赁：

（1）承租⼈可从单独使⽤该资产或将其与易于获得的其他资源⼀起使⽤中获利；

（2）该资产与合同中的其他资产不存在⾼度依赖或⾼度关联关系。

3.作为承租⼈

（1）使⽤权资产

在租赁期开始⽇，本公司作为承租⼈将可在租赁期内使⽤租赁资产的权利确认为使

⽤权资产，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

使⽤权资产按照成本进⾏初始计量，该成本包括：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额；在租

赁期开始⽇或之前⽀付的租赁付款额，存在租赁激励的，扣除已享受的租赁激励相关⾦

额；发⽣的初始直接费⽤；为拆卸及移除租赁资产、复原租赁资产所在场地或将租赁资

产恢复⾄租赁条款约定状态预计将发⽣的成本，属于为⽣产存货⽽发⽣的除外。

本公司采⽤成本模式对使⽤权资产进⾏后续计量，对各类使⽤权资产的采⽤年限平

均法计提折旧。

本公司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资产剩余使⽤寿

命内计提折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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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赁资产剩余使⽤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如果使⽤权资产发⽣减值，本公司按

照扣除减值损失之后的使⽤权资产的账⾯价值，进⾏后续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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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按照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重新计量租赁负债，并相应调整使⽤权资产

的账⾯价值时，如使⽤权资产账⾯价值已调减⾄零，但租赁负债仍需进⼀步调减的，将

剩余⾦额计⼊当期损益。

（2）租赁负债

在租赁期开始⽇，本公司将尚未⽀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认为租赁负债，短期租

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

在计算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时，本公司作为承租⼈采⽤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现率；⽆

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的，采⽤本公司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本公司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并计⼊

当期损益。未纳⼊租赁负债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于实际发⽣时计⼊当期损益。

租赁期开始⽇后，当实质固定付款额发⽣变动、担保余值预计的应付⾦额发⽣变化、

⽤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指数或⽐率发⽣变动、购买选择权、续租选择权或终⽌选择权的

评估结果或实际⾏权情况发⽣变化时，本公司按照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重新计量

租赁负债。

（3）租赁期的评估

租赁期是本公司作为承租⼈有权使⽤租赁资产且不可撤销的期间。

本公司有续租选择权，即有权选择续租该资产，且合理确定将⾏使该选择权的，租

赁期还包含续租选择权涵盖的期间。本公司有终⽌租赁选择权，即有权选择终⽌租赁该

资产，但合理确定将不会⾏使该选择权的，租赁期包含终⽌租赁选择权涵盖的期间。

发⽣本公司可控范围内的重⼤事件或变化，且影响本公司是否合理确定将⾏使相应

选择权的，本公司对其是否合理确定将⾏使续租选择权、购买选择权或不⾏使终⽌租赁

选择权进⾏重新评估。

（4）租赁变更

租赁发⽣变更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本公司将该租赁变更作为⼀项单独租赁进⾏

会计处理：

A.该租赁变更通过增加⼀项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权⽽扩⼤了租赁范围；

B.增加的对价与租赁范围扩⼤部分的单独价格按该合同情况调整后的⾦额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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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短期租赁，是指在租赁期开始⽇，租赁期不超过 12个⽉且不包含购买选择权的租赁。

低价值资产租赁，是指单项租赁资产为全新资产时价值较低的租赁。本公司转租或预期

转租租赁资产的，原租赁不属于低价值资产租赁。

本公司选择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不确认使⽤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将相关

的租赁付款额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计⼊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4.作为出租⼈

在租赁开始⽇，本公司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融资租赁，是指⽆论所有

权 终是否转移，但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乎全部⻛险和报酬的租赁。

经营租赁，是指除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本公司作为转租出租⼈时，基于原租赁产

⽣的使⽤权资产对转租赁进⾏分类。

（1）经营租赁会计处理

经营租赁的租赁收款额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确认为租⾦收⼊。本公司将

发⽣的与经营租赁有关的初始直接费⽤予以资本化，在租赁期内按照与租⾦收⼊确认相

同的基础分摊计⼊当期损益。未计⼊租赁收款额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在实际发⽣时计⼊当

期损益。

（2）融资租赁会计处理

在租赁开始⽇，本公司对融资租赁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并终⽌确认融资租赁资产。

本公司对应收融资租赁款进⾏初始计量时，将租赁投资净额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账

价值。租赁投资净额为未担保余值和租赁期开始⽇尚未收到的租赁收款额按照租赁内含

利率折现的现值之和。

本公司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并确认租赁期内各个期间的利息收⼊。应收融资

租赁款的终⽌确认和减值参⻅本会计政策之第（六）项⾦融⼯具。

未纳⼊租赁投资净额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在实际发⽣时计⼊当期损益。

5.售后租回交易

本公司按照本会计政策之第（⼆⼗⼀）项收⼊的规定评估确定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

产转让是否属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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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承租⼈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属于销售的，本公司按原资产账⾯价值中与租回获得的

使⽤权有关的部分，计量售后租回所形成的使⽤权资产，并仅就转让⾄出租⼈的权利确

认相关利得或损失。

如果销售对价的公允价值与资产的公允价值不同，或者出租⼈未按市场价格收取租

⾦，本公司将销售对价低于市场价格的款项作为预付租⾦进⾏会计处理，将⾼于市场价

格的款项作为出租⼈向承租⼈提供的额外融资进⾏会计处理；同时按照公允价值调整相

关销售利得或损失。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不属于销售的，本公司继续确认被转让资产，同时确认

⼀项与转让收⼊等额的⾦融负债。

（2）作为出租⼈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属于销售的，本公司按照资产购买进⾏相应会计处理，

并根据租赁准则对资产出租进⾏会计处理。

如果销售对价的公允价值与资产的公允价值不同，或者本公司未按市场价格收取租

⾦，本公司将销售对价低于市场价格的款项作为预收租⾦进⾏会计处理，将⾼于市场价

格的款项作为本公司向承租⼈提供的额外融资进⾏会计处理；同时按市场价格调整租⾦

收⼊。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不属于销售的，本公司确认⼀项与转让收⼊等额的⾦融

资产。

(⼆⼗六)持有待售

1.划分为持有待售的依据

公司将同时满⾜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或⾮流动资产）确认为持有待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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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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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要求企业相关权⼒机构或者监管部⻔批准后⽅

可出售的，应当已经获得批准。

确定的购买承诺，是指企业与其他⽅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的购买协议，该协议包

含交易价格、时间和⾜够严厉的违约惩罚等重要条款，使协议出现重⼤调整或者撤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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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极⼩。

2.持有待售的会计处理⽅法

公司初始计量或在资产负债表⽇重新计量持有待售的⾮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其账

⾯价值⾼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后的净额的，将账⾯价值减记⾄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

⽤后的净额，减记的⾦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当期损益，同时计提持有待售资产

减值准备。后续资产负债表⽇持有待售的⾮流动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后的净额增

加的，以前减记的⾦额予以恢复，并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后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额

内转回，转回⾦额计⼊当期损益。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对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额，先抵减处置组中商誉的账⾯价值，

再根据处置组中各项⾮流动资产账⾯价值所占⽐重，按⽐例抵减其账⾯价值。持有待售

的处置组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后续转回⾦额，根据处置组中除商誉外各项⾮流动资产账

⾯价值所占⽐重，按⽐例增加其账⾯价值。

持有待售的⾮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中的⾮流动资产不计提折旧或摊销，持有待售的处

置组中负债的利息和其他费⽤继续予以确认。

公司终⽌确认持有待售的⾮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将尚未确认的利得或损失计⼊当

期损益。

⾮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因不再满⾜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不再继续划分为持有待

售类别或⾮流动资产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移除时，按照以下两者孰低计量：

（1）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的账⾯价值，按照假定不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情况下本

应确认的折旧、摊销或减值等进⾏调整后的⾦额；

（2）可收回⾦额。

(⼆⼗七)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发⽣的有序交易中，出售⼀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

转移⼀项负债所需⽀付的价格。

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

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不存在主要市场的，公司假定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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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利市场进⾏。主要市场（或 有利市场）是公司在计量⽇能够进⼊的交易市场。

公司采⽤市场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为实现其经济利益 ⼤化所使⽤的假设。

存在活跃市场的⾦融资产或⾦融负债，公司采⽤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

⾦融⼯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公司采⽤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融资产的，考虑市场参与者将该资产⽤于 佳⽤途产⽣经济利

益的能⼒，或者将该资产出售给能够⽤于 佳⽤途的其他市场参与者产⽣经济利益的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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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先使⽤相关可观察输⼊值，只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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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财务报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

具有重要意义的 低层次输⼊值，确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次：第⼀层次输⼊值，是在计

量⽇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层次输⼊值，是除

第⼀层次输⼊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值；第三层次输⼊值，是相

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值。

每个资产负债表⽇，公司对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进⾏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在公允价值计量层次之间发⽣转换。

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以及差错更正说明

(⼀)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按照 新的准则规定，本期未发⽣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会计估计变更。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前期会计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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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税项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过程中产⽣的增值额 13%、6%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交增值税 7%

教育费附加 应交增值税 3%

地⽅教育费附加 应交增值税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税收优惠及批⽂：⽆

七、财务报表重要项⽬的说明

（除另有注明外，所有⾦额均以⼈⺠币元为货币单位;“期初”指 2022年 1⽉ 1⽇,“期

末”指 2022年 9⽉ 30⽇）

(⼀)货币资⾦

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库存现⾦ 401. 00 401. 00

银⾏存款 66,425.13 200,000.00

其他货币资⾦

合计 66,826.13 200,401.00

其中：存放在境外的款项总额

注：截⽌ 2022年 9⽉ 30⽇不存在因抵押、质押或冻结等对使⽤有限制、存放在境

外、有潜在回收⻛险的款项。

(⼆)预付款项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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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566.02 99.45 10,000.00 100.00

1-2年（含 2年） 5,603.23 0.55

2-3年（含 3年）

3年以上

合计 1,026,169.25 100. 00 1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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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账龄超过⼀年的⼤额预付款项情况

本公司期末不存在账龄超过⼀年的⼤额预付款项。

(三)其他应收款

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项 6,830,275.75 1,914,424.41

合计 6,830,275.75 1,914,424.41

1.其他应收款项

种类

期末数 期初数

账⾯余额 坏账准备 账⾯余额 坏账准备

⾦额
⽐例

（%）

⾦

额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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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按信⽤⻛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项
6,830,275.75 100.00 1,914,424.41 100.00

单项⾦额虽不重⼤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项

合计 6,830,275.75 100.00 1,914,424.41 100.00

（1）按信⽤⻛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项

采⽤余额百分⽐法或其他组合⽅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账⾯余额
计提⽐例

（%）
坏账准备 账⾯余额

计提⽐例

（%）
坏账准备

并表关联⽅组合 6,817,451.48 1,901,283.96

保证⾦、押⾦、备⽤⾦及职⼯借款组合 12,824.27 13,140.45

合计 6,830,275.75 1,914,424.41

（2）按⽋款⽅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项情况

债务⼈名称 款项性质 账⾯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

福州市⾦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往来款 6,817,451.48 1年以内（含 1年）

福州市⼤数据产业基地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押⾦、保证⾦ 10,220.35 1-2年（含 2年）

⼴州⼴电城市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分公司
押⾦、保证⾦ 1,397.30 1年以内（含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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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名称 款项性质 账⾯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

合计 6,829,069.13

(四)其他流动资产

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待抵扣进项税 123,963.45 61,607.52

合计 123,963.45 61,607.52

(五)固定资产

项⽬ 期末账⾯价值 期初账⾯价值

固定资产 34,716.30 15.556. 28

固定资产清理

合计 34,716.30 15,55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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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50.00 23,455.75 40,905.75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运输⼯具

电⼦设备 17,450.00 23,455.75 40,905.75

办公设备

⼆、累计折旧合计 1,893.72 4,295.73 6,189.45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运输⼯具

电⼦设备 1,893.72 4,295.73 6,189.45

办公设备

三、固定资产账⾯净值合计 15,556.28 19,160.02 34,716.30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运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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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电⼦设备 15,556.28 19,160.02 34,716.30

办公设备

四、减值准备合计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运输⼯具

电⼦设备

办公设备

五、固定资产账⾯价值合计 15,556.28 19,160.02 34,716.30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运输⼯具

电⼦设备 15,556.28 19,160.02 34,716.30

办公设备

2.报告期期末，⽆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

3.报告期期末，未发现固定资产存在明显减值迹象，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六)应付职⼯薪酬

1.应付职⼯薪酬列示

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短期薪酬 38,826.52 289,758.79 311,840.58 16,744.73

⼆、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划 480.00 13,642.41 8,342.94 5,779.47

三、辞退福利

四、⼀年内到期的其他福利

五、其他

合计 39,306.52 303,401.20 320,183.52 22,5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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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期薪酬列示

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资、奖⾦、津贴和补贴 38,826. 52 197,844.97 236,671.49 0.00

⼆、职⼯福利费 0.00 1,960.00 1,960.00 0.00

三、社会保险费 55,974.84 39,230.11 16,744.73

其中： 医疗保险费及⽣育保险费 18,959.44 9,142.06 9,817.38

⼯伤保险费 443.28 360.32 82.96

补充医疗保险费

其他 1,108.28 900.87 207.41

四、住房公积⾦ 26,150.79 26,150.79 0.00

五、⼯会经费和职⼯教育经费 5,278.19 5,278.19 0.00

六、短期带薪缺勤

七、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其他短期薪酬

合计 38,826.52 287,208.79 309,290.58 16,744.73

3.设定提存计划列示

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基本养⽼保险

⼆、失业保险费

三、补充养⽼保险 480.00 13,642.41 8,342.94 5,779.47

合计 480.00 13,642.41 8,342.94 5,779.47

(七)应交税费

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印花税 3,285.57 510.20

⽔利建设基⾦ 10,135.42 8,421.93

合计 13,420.99 8,9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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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项 5,888.90 1.721.62

合 计 5,888.90 1,721.62

1.应付利息情况

本期⽆应付利息情况。

2.应付股利情况

本期⽆应付股利情况。

3.其他应付款项

（1）按款项性质列示其他应付款项

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往来款 240.00

员⼯代垫款 240.00

其他 1,241.62

基本社保费 2,768.00

失业保险 173.00

年⾦ 2,614.50

⼯会会员费 333.40

合计 5,888.90 1,721.62

（2）账龄超过 1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本期⽆账龄超过 1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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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16,850. 00 49 3,083,150.00 4,900,000.00 49

福州市⾦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91,007.14 51 3,208,992.86 5,100,000.00 51

合计
3.707,857. 14 100. 00 6,292,142.86 10,000,000.00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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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项⽬ 本期⾦额

上年年末余额
-1,555,828. 20

期初调整⾦额

本期期初余额
-1,555,828. 20

本期增加额
-404,055.01

其中：本期净利润转⼊
-404,055.01

其他调整因素

本期减少额

其中：本期提取盈余公积数

本期提取⼀般⻛险准备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增资本

其他减少

本期期末余额
-1,959,883.21

(⼗⼀)营业收⼊、营业成本

项⽬

本期发⽣额

收⼊ 成本

主营业务 11,236,098.21 11,161,078.68

其他业务 31,068.91

合计 11,267,167.12 11,161,078.68

(⼗⼆)税⾦及附加

项⽬ 本期发⽣额

印花税 4,509.96

⽔利建设基⾦ 10,135.42

合计 14,6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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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费⽤、财务费⽤

1.管理费⽤

项⽬ 本期发⽣额

职⼯薪酬 186,144.97

折旧与摊销 4,295.73

公杂费 84,329.69

⽔电费 4,809.33

社会保险 55,974.84

住房公积⾦ 26,150.79

审计费 9,433.96

年⾦ 13,642.41

⼯会经费 2,298.19

差旅费 3,725.02

物业费 9,870.12

交通费 4,396.77

实习⽣⼯资 11,700.00

咨询服务费 59,245.28

投标费⽤ 600.00

福利费 1,960.00

办公场地租⾦ 14,622.49

职⼯教育经费 2,811.32

合计 496,010.91

2.财务费⽤

项⽬ 本期发⽣额

利息⽀出

减：利息收⼊ -511.75

加：⼿续费

合计 -5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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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业外收⼊

项⽬ 本期发⽣额 计⼊当期⾮经常性损益的⾦额

其他 1.09 1.09

合计 1.09 1.09

(⼗五)现⾦流量表

1.采⽤间接法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流量的信息

补充资料 本期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流量:

净利润 -404,055.01

加：资产减值损失

固定资产折旧、油⽓资产折耗、⽣产性⽣物资产折旧 4,295.73

⽆形资产摊销

⻓期待摊费⽤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形资产和其他⻓期资产的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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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性应收项⽬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5,993,169.90

经营性应付项⽬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9,332.80

其他

经营活动产⽣的现⾦流量净额 -6,402,2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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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26.13

减：现⾦的期初余额 200,401.00

加：现⾦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50

补充资料 本期发⽣额

减：现⾦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及现⾦等价物净增加额 -133,574.87

2.现⾦和现⾦等价物的构成

项⽬ 期末余额

⼀、现⾦ 66,826.13

其中：库存现⾦ 401.00

可随时⽤于⽀付的银⾏存款 664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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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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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 2022年 9⽉ 30⽇，本公司⽆需要披露的重⼤承诺及或有事项。

九、资产负债表⽇后事项

本公司⽆应披露的资产负债表⽇后事项。

⼗、关联⽅关系及其交易

(⼀)本企业的⺟公司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公司对本公司的

持股⽐例（%）

⺟公司对本公司的

表决权⽐例（%）

福州市⾦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 投资 50亿元 51.00 51.00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 信息技术服务 10.95亿元 49.00 49.00

本公司的 终控制⼈为福州市⾦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持股⽐例、表决权

⽐例均为 51%。

(⼆)本企业的⼦公司情况

序

号
企业名称（简称）

级

次

企业

类型

注册

地

主要经

营地
业务性质

实收资本

（万元）

持股⽐

例

享有的

表决权

投资额

（万元）

取得

⽅式

1 福建海联⽹科技有限公司 2 1 福州 福州
电信、⼴播电

视和卫星传
0.00 100% 100% 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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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简称）

级

次

企业

类型

注册

地

主要经

营地
业务性质

实收资本

（万元）

持股⽐

例

享有的

表决权

投资额

（万元）

取得

⽅式

输服务

注：企业类型：1.境内⾮⾦融⼦企业，2.境内⾦融⼦企业，3.境外⼦企业，4.事业单

位，5.基建单位

取得⽅式：1.投资设⽴，2.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3.⾮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4.

其他

⼦公司于2020年12⽉29⽇取得营业执照，截⽌审计报告⽇2022年10⽉20⽇尚未投⼊

资本⾦。

（三）关联⽅往来情况

企业名称 项⽬名称 期末余额

福州市⾦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817,451.48

（四）关联⽅交易情况

企业名称 项⽬名称 本期发⽣⾦额

福州市⾦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业务收⼊-利

息收⼊
52,428.62

(五)本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本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

⼗⼀、按照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应披露的其他内容

本公司⽆需要按照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应披露的其他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