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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年 度 人 事 泥

2014年 12月 9日 ,我公司成功登陪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

股票代■ 83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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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紛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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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扮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群文

澤夕い買目 粋叉

公司、亨利公司、

股扮公司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II監会 中国iI券監督管理委員会

全国股紛特性系

統公司
全国中小企立股扮結辻系統有限責任公司

国泰君安、推存主

亦券商
国泰君安II券股分有限公司

《公司法》 《中学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消防法》 《中学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工信部 中学人民共和国工立和信息化部

三会 股末大会、董事会、監事会

三会波事規只J

《股末大会波事規只J》 、 《董事会波事規只J》 、 《監事会波事

規只J》

《公司章程》 、

章程

径公司全J立大会萱第一次股末大会申波通 道的 《内蒙古亨利新技

木工程股扮有限公司 章程》

報告期 2014年度

元、万元 人民市元、人民市万元

住建部 中学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多建投部

公安部 中学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在位仇勢 規模経済和客戸迷恋 (忠城度)的仇勢

EPCM

没it采賄均施工管理。(EPCM一一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指承包 商全枚負責工程項目的没it

和采賄, 井負責 施工隣段的管理的項目交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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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第一市 声明与提示

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監事、高象管理人員承諾本報告不存在虚慨氾載、渓早性陳

述或重大遺漏,井対其真実性、准碗性、完整性承担今男J和連帯的法律責任。

本公司負責人和主管会汁工作的負責人、会汁机杓負責人保江年度報告中財勢報告的真実、

完整。

会汁帰事各所対公司出具了大学申字[2015]003742号 申汁報告,本公司董事会、監事

会対相美事項己有洋綱悦明,清投資者注意同減。

事項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盗事、高級管理人員対年度報告内容存在昇波或元法保iI其

真実、准碗、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申波年度報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諮免披露事項 不
口

重要風陰事項

重要凩陰事項名称 重要凩陰事項筒要描述

送菅資金不足的凩陰

消防工程立努是公司主要立各 ,充足的貨市資金

儲各是公司成功荻得項目恵承包並各的必各条件,消

防工程恵承包項目的執行合同周期以及施工周期校

長,在投林、中林、施工完工除段均対資金塾付有較

大的需求。同吋各神消防工程系銃技木研友需要大量

的資金投入。報告期内公司径菅活功声生的現金流量

浄額カー1,521,013.61元 ,2014年 3月 20日 和 2014

年 4月 29日 ,公司出現因流劫資金不足逃行了両次

以資声抵僕債各的小額債雰重姐行力。因此,公司存

在送菅資金不足早致公司並各規模不能快速増長的

凩陰。

区域市場集中的凩陰

公司区域市場集中度高,最近両年及一期公司客

戸全部在内蒙古地区。因此,公司主菅立雰存在集中

千核心市場区域的凩陰,一旦核区域市場党争加居1或

核市場建筑投資量大幅下滑,将給公司径菅声生重要

影噛。同吋如果国家宏規径済形勢友生重大交化、建

筑行立的声並政策早向友生変更,早致建筑消防工程

行立友展放須,可能対公司的友展不境和市場需求造

成不利影噛,並勢1文入可能波劫校 大。

安全和反量凩陰

公司作力消防工程系銃繰合方案提供商,其中主

要的並努力消防工程系統的 没汁、施工、笙伊,在
安全生声、施工管理、施工材料反量和施工技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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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需晋格控制。反量与安全是施工企立的生命,也是工

程項目重要的管理内容,一旦友 生反量均安全事故 ,

会早致項目径菅的努力功言一笑。対千企並可能帯来

罰款、通扱批坪、停並等赴罰,直接美系企並的生存

和友展。

上済消防没各材料伶格波劫的

凩陰

由千消防工程恵承包項目執行的執行合同周期

以及施工周期校長的特点,而公司大部分消防工程項

目主要力固定造伶合同,成本加成合同較少。公司采

賄消防没各与材料倫格交劫均預算存在一定差昇,因

此,上済消防没各材料倫格交功的波劫1各会対径菅立

須的稔定性声生一定影的。此外,消防没各均材料伶

格持銭上誅也会早致所占用的流劫資金増多,加居1公

司資金周橋的圧力。

核心技木人員流失的凩陰

公司核心党争力之―是緊集了一批仇秀的技木

精英以及具有羊富実践径聡的施工管理和現場的仇

秀人オ。日前公司技木人員 87人 ,其中,持有高級

取称資格的 12人 ,中象取称 33人 ,初象取称 14

人。一吸建造りT資格的 7人 ,二象建造用 12人 ,

其中部分技本人員被納入了自治区消防寺家庫。公司

並鏡的増長和核心技本的提升彼大程度上有頼千上

述核心人員。公司己制定井実施了針対公司核心人員

的多項須数激励和釣東制度,但随着市場党争的不断

加居1,消 防工程行立対寺立人オ的需求可能早致核心

技木人員流失的凩陰。

投資凩陰

公司未来似投資友展消防工程没it与施エー体

化,完成消防没施工程的各洵、監理、投汁、施工、

声品代理、第伊全述程服各,重点建立和友展消防声

品生声,完善声並鍵,向 EPCM模式友展。核部分投

資it支J渉及到固定資声的大額投入 ,尽管公司在項目

投入預算、技本方案、工程方案会径述須密的可行性

分析,但是也存在因逃度、投資成本、市場交化等因

素対項目的投資回扱及公司預期1文益声生影噛。

皮牧敗款杯敗凩陰

日前行立消防工程甲方 (客声)対消防工程企並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資金抱欠現象,公司的正常資金周

橋也会受到逮紳行立規只J的影噛,有可能会対公司的

径 菅立勢帯来不利影哺。報告期内,公司庇1文敗款

浄額力 36,051,690.58元 ,占当期恵資声的じヒ例力

33.26%。 員然公司目前重視対客声的信用管理,井対

庇牧敗款定期報告和清理,堅持先好再快的友展原

只J,i3_慎逸拝項目,逐歩放奔資金元保障和影噛企立

数益、制釣企並友展的工程項目。但公司力了逃一歩

ダ大市場占有率,庇 1交敗款可能偶逃一歩増長,因此

公司存在庇牧款項友生杯敗的凩陰。

存貨規模増加的凩陰 随着公司立雰規模的持紋拡大, 較大的存貨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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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根告

額可能会影的到公司的資金周鶉速度和径菅活動的

現金流量,降低資金透作数率,存在存貨規模校大的

凩陰。 公司存貨周轄率由 2013年度的 3.62次下降

至 2014年 的 1.80次 ,報告期内,公司存貨敗面倫

値力 47,158,122.12元 ,占当期恵資声的しヒ例力

43.51%。 此外,項 目執行述程中,如果出現客戸財努

状況悪化或釆賄成本大幅上升超道預算成本等情形 ,

込可能存在存貨映倫凩陰。

本期重大凩陰是否友生重大交

化 :

是

公司己千 2014年 12月 19日 成功亦理消防没施

工程没it与施工萱級資反iIE弔延期手紋。故上期美子

公司消防没施工程没汁均施工壼象資反紋期的凩陰

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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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三、企並信息

第二市公司概況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紛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縮写 Inner Mongolia Henry New-tech Engineering Co. Lmt.

II券筒称 亨利技木

IIE券代偶 831446

法定代表人 莫勇蛉

注朋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末街 272号

亦公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末街 272号北亜汽車庁場四展

主亦券商 国泰君安II券股分有限公司

主亦券商亦公地

址

上海市浦末新区銀城中路 168号

会it師事勢所 大学会汁りT事各所 (特殊普通合伏 )

釜字注朋会it帰

姓名

張鵬■、越絶員

会i「州事努所亦

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不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2居

二、歌系方式

董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 王亜演

屯活 0471-2215819

借真 0471-2215899

屯子由F箱 874922212@qq.com

公司同址 http : /www. nmghenry. com

咲系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末街 272号北亜

汽車声場四尿

由F政編偶 01001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国址 http://www. neeq. cc

公司年度報告各畳地 董事会亦公室

股票公升特性場所 全国中小企並股紛橋il系銃

桂牌吋同 2014-12-09

行並 (江監会規定的行並大

癸 )

建筑安装行並 (E49)

主要声品与服勢項 目 消防投施工程的没it、 施工、項目管理和技木服雰等建

没工程的消防恵承包立努,防火材料、消防器材等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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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扮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声品的硝告。尤其在工並消防工程系銃方面並勢拐有明

塁仇勢,渉及到的消防工程系統包括:消防水系銃、火

欠自功扱警系統、気体天火系統、防‖卜畑系銃、皮急疏

散系統、消防通iTt系銃、消防声播系銃、泡沫天火系統、

防火分隔没施 (防火 lコ 、防火巻市)等 。

普通股股票特il方式 跡波轄il

普通股恵股本 (股 ) 15,000,000

控股股末 莫勇蛉

実隊控制人 莫勇蛉、自錮準、張涛、王亜演和孤波

四、注冊情況

号碍 報告期内是否交更

企立法人菅並執

照注朋号

150100000001556 否

税努登氾ilE号碍 150102603221945 否

狙須机杓代偶 60322194-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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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第二市会汁数据和財努指標摘要

一、盈利能力

本期 上年同期 増減比例

菅並牧入 90,024,436.01 102,299,026.17 -12.00%

毛利率 24.41% 19.17%

州属千桂牌公司股本的

浄利潤

4,110,625.89 2,951,109.38 39.29%

月属千佳牌公司股本的

ま口除ヨト経常性損益后的

浄利潤

3,896,672.10 2,878,045.63 35 39%

加枚平均浄資声収益率 14.25% 11.26%

基本毎股牧益 (元/股 ) 0.27 0.20 35.00%

二、僕債能力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増減比例

資声忌if 108,379,771.40 76,916,025.80 40 91%

負債忌il 76,316,286.70 49,248,298.51 54.96%

月属予桂牌公司股本的浄

資声 (元 )

31,056,776.32 26,649,982.73 16.53%

月属千桂牌公司股本的毎

股浄資声 (元 )

2.07 16.29%

資声負債率 70.42% 64.03%

流功比率

利息保障倍数 19.26 24.78

三、曹這情況

本期 上年同期 増減比例

径菅活劫声生的現金流量

浄額

-1,521,013.61 -7,690,196.36

座牧敗款周特率 2.83 4.16

存貨周精率 2.38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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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四、成長情況

本期 上年同期 増減比例

忌資声増K率 40.91% 26.93%

菅並牧入増K率 -12.00% -13.12%

浄利潤増K率 32.97% -30.13%

五、股本情況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増減比例

普通股忌股本 (股 ) 15,000,000 15,000,000

汁入枚益的仇先股数量 (股 )

it入負債的伐先股数量 (股 )

帯有結股条款的債券 (股 )

期杖数量 (股 )

ユ
ハ ヨド経常性損益

項 目 金額 (元 )

キ流劫資声赴畳損益 284,738.12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菅立外収入和支出 1,177.45

1卜経常性損益合it

所得税影噛数 71,961.78

少数股木杖益影噛額 (税后)

ヨト経常性損益浄額 213,9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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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第四市管理晨村沿与分析

一、径菅分析

(―)商立模式

2014年 ,公司実現菅立牧入 90,024,436.01,同じヒ増長-12.00%:利洞恵額和浄利

潤分別力 5205112.36和 4059721.02,同 じヒ増K分男J力 28.25%和 32.97%。 裁至 2014年
12月 31日 ,公司恵資声力 108,379,771.40,浄 資声力 32,063,484.70。

1、 2014年 ,公司的主要工作是登陪新三板,井千 2014年 12月 9日 成功登陪。

2、 依托公司現有資源、並須成功申清了消防鍵夕脚 1和消防安全坪倍資反,力企並逃
一歩完善声並鍵,実現消防系銃繰合服雰体的目林莫定了堅実基拙。

3、 加張均中国神準、中国移功、中国朕通、国屯能源、北方稀土等重点客声的策伊 ,

2014年秋扱推逃了与神準集囲的哉略合作跡波的落実。井成功中林中国移功云汁算

中心消防工程。

1.主菅上分分析

(1)利潤杓成与現金流分析

単位:元

2、

公司所属消防工程行並,是内蒙古区域消防行並的消防工程九共企立,公司依托住

建部頒友的消防没施工程没汁均施工萱吸資反、仇秀管理和技木囲臥、キ富現場実

哉径聡人オ仇勢,力客戸提供消防技木培り||、 各洵、管理,工程没it、 施工、第保、

栓測,以及安全坪倍等一靖式消防安全技木支持和整体解決方案。公司主要面向大

型国企消防需求客戸 (如 :神準集囲、北方稀土、中国移功、中国朕通、国屯能源

等 )。 通道招投林方式釜iT並努合同,完成消防寺項服勢取得牧入。

扱告期内,公司成功申亦了消防繊抄保弄栓沢l和消防安全坪倍資反iI弔 ,増加了服

各癸型,増加了牧入来源。

年度内変化銃汁 :

事項 是或否―

所発行並是否友生交化 否

主菅並各是否友生変化 不
口

主要声品或服勢是否友生交化 否

客声癸型是否友生変化 否

美鍵資源是否友生変化 否

梢告渠道是否友生変化 否

牧入来源是否友生変化 否

商並模式是否友生交化 否

(二)報告期内姪菅情況回願

項 目

本期 上年同期

金額 交功比

例

占菅立牧

入的比重

金額 交功比

例

占首立 ll■

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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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菅立1欠入 90,024,436.01 -12.00% 102,299,026.1

7

-13 12%

菅立成本 85,028,826.95 -13.45% 12.79% 98,240,356.79 -12.07% 17%

管理費用 11,515,696.98 10.7391 1.36% 10,399,751.96 -2.41% 1.51%

梢告費用 1,221,158.36 -20.8491 0.30% 1,542,688.71 23.50% 0.12%

財分費用 271,778.52 127.13% 5 78% 119,657.31 -225.17

%

3.97%

菅立利洞 5,205,112.36 28.25% 1.14% 4,058,669.38 -32.65% 0.37%

資声減値損失 1,023,748.46 173.38% 0.32% 374,484.48 -49.22% 0.10%

菅立外収入 287,847.12 193.91% 0.00% 97,936.90

菅並外支出 1,931.55 272.48% 1.59% 518.56 -89.97% 1.08%

所得税費用 1,431,306.91 29.77% 4.51% 1,102,926.06 -33.20% 2.98%

浄利洞 4,059,721.02 32.97% 1.69% 3,053,161.66 13% -7.52%

径菅活動声生的現金

流量浄額

-1,521,013.61 -80.22% -7,690,196.36 19.51%

投資活動声生的現金

流量浄額

208,101.07 -659.65

%

-37,184.00 11%

等資活功声生的現金

流量浄額

995,533.03 -65.38% 2,875,233.32 -17.88%

項目交功及重大差昇声生的原因:

財各費用増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新増銀行貸款 100万元所致。

資声減値損失増加的原因:期末庇牧敗款和其他庇牧款余額増加,按狙合方式相庇汁提

堺敗准各増加所致。

菅並外収入増加的原因:越野牟頂敗,債各重姐利得。

菅立外支出増加的原因:処畳面包年一輌,固定資声赴畳損失。

浄利洞増加的原因:本年度逸拝仇反項目工程,同吋芦格財努管理,加張成本控制,所
以利洞校上年有所増加

現金流量分析 :

本年度浄利潤与径菅活劫現金浄流量差昇 5,580,734.63元 ,主要是本期按完工逃度碗
汰1文入 ,但客戸資金緊張抱欠工程款,公司庇牧款増加:同吋公司殉興商品、接受芳各、

支付取工工資、数納各項税費及貸款利息的皮付項目員有増長,但較皮牧項目増掟校小 ,

牧款与付款増掟幅度不同早致公司浄利潤均径菅活動現金浄流量小子実際実現的浄利

洞。

経菅活功声生的現金流量浄額減少的原因:2014年加大牧款力度,較上年有所好鶉。

投資活劫声生的現金流量浄額減少的原因:因子公司亨利芳各注硝,牧回投資 18万元。

等資活功声生的現金流量浄額減少的原因:2014年僕述貸款 420万元。

(2)牧入杓成分析

癸別/項 目 本期ll■入金額 占菅立収入比

例%

上期収入金額 占菅立収入比

例%

主菅立各 87,485,615 59 97.18% 97,244,770.12 95.06%

其他並 JJ・ 2,538,820 42 2.82% 5,054,256 05 4.94%

牧入杓成交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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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菅送分析

主要梢告客声的基本情況 :

報告期内公司主要面向大型国企消防需求客戸,主要力神隼、移功、咲通、恒大地

声、末隼能源。公司径述多年客戸美系鍵夕,上述五大客戸力公司稔定客戸,分男J渉及

工立、通颯、地声等頷域。報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戸力中国成迭工程有限公司、内蒙

古万銘実立 (集囲)有限責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米安盟公安局、巴盟地税局、内蒙古

蓬荷房地声升友有限公司。菅並収入占じヒ分別力 5.60%、 4.62%、 4.33%、 3.42%、 3.27%,

前五大客戸菅立収入しヒ重均未超述 50%且呈下降的超勢。因此,公司前五大客声牧入所

占恵1文入しヒ重不高且公司対前五大客戸不具有持銭依頼性。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

人員与公司前五大客戸之同不存在美朕美系。

主要供庇商的基本情況 :

公司的供庇商目景中対主要材料没各均有三家以上各逸合格供方,対供庇商逸揮采

用招林及性能坪倫,対声品性能稔定,信誉良好的供鹿商仇先合作。公司対前五大供庇

商不存在道度的依頼。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与公司前五大客戸之同不存在美

朕美系。

重要汀単的基本情況 :

公司報告期内未釜定重大合同,単今合同金額不足以対公司径菅声生決定性影的。

2.資声負債結拘分析

公司泣牧帳款的期末余額較上年増長 31.10%的主要原因:期末仮 16今己完工井亦

理結算項目欠款迷 759万元,主要是経済下行,客声資金困難所致。

存貨増加的原因:本期按逃度己完工未結算的工程項目増加所致。

3.投資情況分析

(1)主要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千 2005年 4月 由公司出資30万元均自然人文J志春共同

没立,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注Ill資本 50万元,公司占有 60%股杖。200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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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期末 上年期末 占患資声比重的

増減金額 交劫比例 占恵資声

的比重%
金額 交劫比例 占患資声

的比重%
貨市資金 7,639,137.43 5.44% 7.05% 7,244,690.94 -40.11% 19.60% -12.55%

庇牧敗款 36,051,690.58 31.10% 33.26% 27,499,865.27 26.52% 35.2296 -1.95%

存貨 47,158,122.12 65.47% 43.51% 28,499,170.25 66.36% 27.76% 15 76%

K期股杖投資 0.16%

固定資声 3,745,865,73 -13.59% 3.46% 4,335,013.09 -11.33% 7.92% -4.47%

在建工程

短期借款 4,500,000.00 28.57% 4.15% 3,500,000.00 4.15%

K期借款

恵資声 108,379,771.40 40.91% 76,916,025.80 24.63%

項目交劫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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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城区分局核友注朋号力 1501022002169的 企立法人菅

立執照。多菅疱日包括:新型防火材料硝告及施工;保温材料、地坪材料、防火材料消

防器材及没各、安全防夕用品硝告。2014年 12月 31日 ,恵資声 5,520,889.06元 ,

浄資声 2,516,770,95元 ,報告期内菅立収入 1,926,501.48元 ,浄利洞-127,262.17元 。

委托貸款情況 :

(三)外部不境的分析

1、 国民経済快速友展,固定資声投資持銭攀升

随着我国国民径済持銭、快速健康友展,我国城市化遊程稔歩推逃。我国城市化率

千 1996年迭到 30%以来,平均毎年以 1.25今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至 2013年 ,

我国的城市化率己迷到 53.37%。 根据学研世妃預沢1,至 202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込到

75%。 今后我国的城市化避程側将保持較快速度,城市建没和房地声立的繁茉直接帯功

了消防市場規模的持銭ゲ大。

2、 国家政策支持

2009年升始実施的新 《消防法》将消防城市規支J修改力城多規丸J,正式杵衣村的

消防靖、消防供水、消防装各等内容的消防規丸J幼入国家法律,充分体現了我国対衣村

消防工作的高度重視。力逃一歩加張和改逃消防工作,2011年 12月 日,国勢院以国

友 (20H)46号印友 《美子加張和改選消防工作的意見》 (以下筒称 “意兄")。 核

《意兄》提出了主要 目林,即到 2015年 ,消防工作与経済社会友展基本道庇,消防法

律法規逃一歩健全,社会化消防工作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消防没施和消防装各建没基本

迭林,覆監城多的天火鹿急救援力量体系逐歩完善,公民消防安全素疲普遍増強,全社

会抗御火実能力明昆提升,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傷火実事故得到有数過制。 《意兄》逐

要求切実張化火実預防;着力分実消防工作基砧;全面落実消防安全責任 4部分 18

条。因此,近年来我国社会対消防安全声品的需求呈現迅速増機,井且潜力巨大。

3、 社会消防意沢逐歩提高

近年来,随着社会経済友展与各癸悪性火実的深刻教り|,消 防安全責任制度的逐歩

推行,消防法制的日益健全以及消防宣借和管理力度的加大,居 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対生

命財声安全的重視,社会整体消防意沢逐歩提高。人イ|]対消防安全保障的需求不断提高 ,

消防声品的市場需求和没施配畳正逐漸炊被功式需求向主功式需求結交。逮促使終端用

戸升始美注消防声品反量 li43題和声品性能要求,仇反消防声品的市場日益拡大;同吋 ,

社会消防意沢的提高使消防声品升始歩入家庭,家庭消防声品的需求日益ダ大。

4、 消防行立法規日漸完善

1984年 ,《中学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由国各院頒布,随着消防法制的逐歩健全 ,

尤其是 1998年 《中学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頒布実施井格消防声品列入安全声品疱時以

来,推劫了配套法規和林准的相継出台。2009年升始実施的新 《消防法》 避一歩将相

美法規要求和林准提高,初歩形成了涵蓋消防法律、消防法規、消防規章、其他消防行

政規疱性文件与消防林准規疱五今戻次的我国消防法制体系。到日前力止,近 300項

国家林准和行並林准的貫御落実,力消防声品反量安全和行立的可持鉄友展莫定了堅実

的政策性基拙。

5、 消防投入提高

日前員然我国己制定了相美的法律法規,大多数建筑内強制安装消防天火系銃。但

是高層建筑天火、衣村消防天火等工程項目偶在初歩友展除段。2010年的上海高層居

民楼大火使得上海在全国率先小疱園拭行在住宅内安装自功噴淋系銃以解決日前的高

晨建筑天火同題。随着我国在高層建筑天火、森林天火、衣村天火以及寺立化工天火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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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技木与消防声品的不断完善, 消防投入占しヒ必格逃一歩提高。

(四 )党争伐勢分析

2007年 公司通吋調整市場方向,格市場升友重点向大型工並項 目特移,公司免借

雄厚的技木実力、校高的品牌汰知度、仇秀的施工疲量、虎大的硝告同絡及敏鋭地市場

洞察力取得了快速友展,成力内蒙古自治区規模最大、市場占有最高、技木実力最張的

消防施工企立,也是区内承接工並項目最具実力的消防宗合服勢商之一,在劉分市場上

赴干区域尤共地位。

近年来,在大量項 目実施中,公司結合日前大型工立項目呈現施工周期機、項目体

量大、消防要求高、系統隻奈、多工神交叉等特点率先提出就大型工並項目実行消防恵

承包 (即 EPCM模式)的新理念,以CJ新服勢模式帯劫成長力径菅理念,通述技木服各+

寺立管理十述程控制+工程実施+后期継保=全流程声品実現的新服努模式帯功公司更快

友展力目林,通述投入大量資金、技木CJ新商立模式,搭建更符合現代工程需要的管理

架杓,増強多層次配套能力以満足客声的 “一靖式"工程交付需求。

公司格消防新声品的研友及生声列入公司友展規支J,実現炊没汁、各洵、管理、研

友、制造、工程、第伊的一体化哉略,使公司成力内蒙古首家集寺項没it、 管理各洵、

声品制造、工程実施、鍵夕服努カー身的消防寺並化公司。力培育和提升公司満足客声

消防整体解決方案需求莫定基硼。未来,公司将努力実現声品硝告―b~工程立雰井挙,借

此実現二者的相互ネト充和相互促逃,免借対声品及市場的准碗把握,実現公司仇勢資源

的有数整合。裁止 2014年 亨利公司己稔定持銭友展了 2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同行並

中占有較大的市場分額,日 前己友展成力年声値述化,管理人員百余人的自治区同行立

的尤共企並。

公司在並内具有技木実力張,施工管理規疱、反量稔定的特点,有実力承担 EPC、

EPCM等多神模式的消防没施工程恵承包,均多家央企和大型国企有逆項目合作。日統

建没工程,公司釈扱升展其官同癸並各,井具各了建筑智能化工程投汁均施工、安全技

木防疱系銃投it与施工、消防没施工程寺項没汁資反。

公司在自治区内是知名度校高的尤共企立,多年来茉荻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両象建没主

管単位頒友的多項栄誉称号。更荻得中国消防跡会頒友的“企並信用坪伶 AAA象信用企

立 "。 公司資反井全,是区域内首家能修実現消防没施工程没it与施エー体化的企立 ,

且渉及建筑智能、安防均防雷工程的没汁与施工,可以減少洵通成本,帯劫企立全面拓

展立努。

随着公司未来声並鍵的不断完善,公司将実現一靖式消防安全整体解決方案径菅模

式。公司将力客戸提供包括生声或采的、消防没汁、坪倍各洵 施工安装、告后服各的

一流子解決方案,格更易荻得客戸的汰可。

(五)持鉄姪菅坪竹

扱告期内公司元対持銭姪菅能力有重大不利影噛的事項。

二、未来展望

(一)行立友展通勢

据 《建筑消防没汁蛾 J》 、 《高層民用建筑没it防火規支J》 ,在住宅建筑方面毎平

米建筑面釈消防投入豹占建筑安装恵投資的 2%～5%,在 亦公方面毎平方米建筑面釈消防

投入釣占建筑安装忠投資的 5～8%。 按此増掟率測算,預it 2013～ 2015年供以内蒙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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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消防工程市場力例其容量即可送到 43.52に元、50,70名元 59.10仏元。以上数

据中未格該地区工並項目消防列入沢1算疱日,繰上所述,随着経済的友展和技本的遊歩 ,

消防工程立努面lh着 巨大的市場需求,逮直接対本公司所赴行並声生了釈板的推劫作

用,消防工程行並格保持着憔期、稔定、高速増K。

(二)公司友展哉略

一、完善声立健,増張企h12党争力 ,向行立上下済鉄向友展,並各走出自治区,向全

国友展。

二、以現有並努力基硼,加張技木服勢力量,晋升相美資反,打造企並成力集消防培り|、

管理各洵、青項没汁、方案制定、生声采的、施工安装、栓測繊保和安全坪倍的消

防系統繰合服勢体。

三、CJ新商並模式,借力資本市場,提升盈利能力 ,提高公司倍値。

(三)姪菅汁剣或目林

一、it支J両年内,在北京没立声品硝告公司,搭建全国硝告国絡。

二、1、 完善消防各洵管理和消防安全坪倍机杓,拓展消防家合服勢並勢。

2、 把亨利企並打造成力全国同行並的知名企並。

3、 送用互咲国思繊改造特銃消防声並,升辟新的商立模式。

三、持銭盈利,借助資本市場成力行並前茅。

三、風陰因素

(一)持象到本年度的凩隆因素

一、送菅資金不足的凩陰

消防工程並努是公司主要立勢,充足的貨市資金備各是公司成功荻得項目恵承包立

各的必各条件 ,消防工程恵承包項目的執行合同周期以及施工周期校換,在投林、中林、

施工、完工隣段均対資金塾付有校大的需求。同吋,各紳消防工程系銃技木研友需要大

量的資金投入。因此,公司存在込音資金不足早致公司並勢規模不能快速増長的凩陰。

公司力庇対送菅資金不足的凩陰,采取如下反対措施 :

公司力庇対資金凩陰,采取如下庇対措施,在資金使用上,晋格汁曳J,合理分配 ,

充分利用有限資金,増強、加快流功性,資金回先落実到人。項目資金采用寺款寺用 ,

不軽易椰倣宅用。倣到年初有預算,年終有決算,季度有核算,月 月有対しヒ。常年秋累 ,

合理投資仇反固定資声,既可自用,又能在需要吋用来抵押貸款,増加流劫資金。控制

合理友展規模与速度,碗保資金徒,晋格財勢管理制度,芦格借款扱硝常批手数,合理

控制資金使用額度,留有充分合理余地。

二、区域市場集中的凩陰

公司区域市場集中度高,最近両年及一期公司客戸全部在内蒙古地区。因此,公司

主菅並勢存在集中千核心市場区域的凩陰,一旦核区域市場党争加居1或核市場建筑投資

量大幅下滑,格給公司径音声生重要影噛。同吋如果国家宏肌径済形勢友生重大変化、

建筑行立的声立政策早向友生変更,早致建筑消防工程行立友展放優,可能対公司的友

展不境和市場需求造成不利影噛,並勢収入可能波功校大。

公司力庇対区域市場集中的凩陰,采取了如下庇対措施 :

随着公司市場拓展力度的加大,公司逃一歩増加内蒙古市場的占有率。同吋利用己

径遊入的行並仇勢和良好合作的恵承包商,釈扱拓展省外市場,井釈板完善整今声立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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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一歩稔定和提升公司市場地位,増加公司盈利能力

三、安全和反量凩陰

公司作力消防工程系統繰合方案提供商,其中主要的立努力消防工程系銃的投it、

施工、第夕,在安全生声、施工管理、施工材料反量和施工技木方面需晋格控制。反量

与安全是施工企立的生命,也是工程項目重要的管理内容,一旦友生反量均安全事故 ,

会早致項目径菅的努力功号一笑。対千企並可能帯来男款、通扱批坪、停立等処例,宣

接美系企立的生存和友展。

公司力庇対安全和庚量凩陰,采取了如下庇対措施 :

1.升工前都有安全、疲量交底 ;

2.毎今項目都配各有反量安全員逃行日常監督栓査 :

3.工程管理中心与施工管理部定期均不定期逆行栓査 ;

4、 公司毎年預算没寺項反量安全投資預算,一般是上年公司恵声値的 0.5%

至 1%,青 |]用千反量安全保障 ;

5,公司有洋網反量安全芙懲制度,年終坪仇罰差,実勤罰撤 ;

6.公司有反量与安全管理庇急預案 ;

7.除政府反量安全培り1外 ,公司毎年定期対全体項目径理逃行反量安全教育培り|;

8.落実反量安全責任到人。建立落実董事長力公司安全反量主要責任人。項 目径理是

項目安全反量的第一責任人的思想決沢, 首先送到炊思想上高度重視。 其次項目負責

人都逸拝具有相庇資反的建造帰担任,大大降低施工反量均安全事故凩陰隠患。由千建

造用制度是国家近些年升始的新制度,力炊根本上有数管理控制施工安全反量凩陰,公
司炊五年前就升始落実建造用項目負責制的亦法。

四、上滸消防没各材料倫格波劫的凩陰

由千消防工程恵承包項目執行的執行合同周期以及施工周期較長的特点,而公司大

部分消防工程項目主要力固定造倫合同,成本加成合同較少。公司采殉消防没各均材料

伶格交劫与預算存在一定差昇,因此,上滸消防投各材料倫格交功的波功将会対径菅立

須的稔定性声生一定影的。此外,消防没各均材料4J●格持鉄上誅也会早致所占用的流劫

資金増多,加居J公司資金周結的圧力。

公司力庇対材料倫格波功的凩陰,采取了如下皮対措施 :

一方面,公司加張与供皮商的合作緊密度,建立長期合作伏伴,碗保工程項目投各

不随着市場倫格的交功而大幅波功。男一方面,尽量采用集中采殉,同吋加張工程項目

預算的准碗性及工程成本的管理,提升項目数率及利洞点,降低消防没各材料倫格波功

的凩陰,最后,逐歩棚有自己声品生声銭,向立努上滋市場鉄向ダ張。

五、核心技本人員流失的凩陰

公司核心党争力之一是衆集了一批仇秀的技木精英以及具有羊富実践径唸的施工

管理和現場的仇秀人オ。日前公司技本人員 87人 ,其 中,持有高級取称資格的 12人 ,

中飯取称 33人,初象取称 14人。一致建造用資格的 7人 ,二象建造帰 12人 ,其

中部分技木人員被納入了自治区消防寺家庫。公司並須的増K和核心技木的提升彼大程

度上有頼千上述核心人員。公司己制定井実施了針対公司核心人員的多項須数激励和釣

東制度,但随着市場党争的不断加居1,消防工程行並対寺立人オ的需求可能早致核心技

木人員流失的凩陰。

公司力鹿対核心技本人員流失的凩陰,采取如下皮対措施 :

1、 2001年 内部逃行股扮改革,没立了股末会力公司最高杖力机杓,董事会頷早下

的恵径理負責制,逃一歩完善了依法管理公司,民主集中的集体飯早管理制度。

主要核心技木人員絶大部分都是公司股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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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3、 始終致力千逸抜培弄年経技木力量,声納人オ,培界后各,人オ逸抜首先重視

品徳,形成梯象技木人オ布局。

4、 分工明碗,各負其責,善千授枚,資源共享,所有客戸美系、資源、技木不能

形成空断。

六、投資凩陰

公司未来似投資友展消防工程没it与施エー体化,完成消防没施工程的谷洵、監理、

没汁、施工、声品代理、繊夕全述程服勢,重点建立和友展消防声品生声,完善声立鍵 ,

向 EPCM模 式友展。核部分投資it支J渉及到固定資声的大額投入,尽管公司在項目投入

預算、 技本方案、 工程方案会径述須密的可行性分析,但是也存在因逃度、投資成本、

市場変化等因素対項目的投資回扱及公司預期収益声生影的。

公司力鹿対投資凩陰,采取如下皮対措施 :

首先,公司投資本着経資声、高毛利、快周橋的原只J。 其次,大額投資需由董事会

集体甘沿通道,要把投資凩陰控制在最低。第二,在投資方向上始終本着一是公司当前

立努友展所必飯,二是健全完善声並健所需,三是有利千現固ダ大企立知名度和品牌建

没需要。公司多年来所有投資都平格按照当年董事会規定執行,投資項目也基本晋格控

制在既是企立友展所需又是投資在仇疲固定資声上的,逮祥逐解決了企並以前貸款荘的

同題,増加了企立流功資金量,建立了銀企相互信任美系,把投資凩陰控制在最小疱□

内。

七、庇1文敗款杯敗凩陰

日前行立消防工程甲方 (客戸)対消防工程企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資金抱欠現象 ,

公司的正常資金周橋也会受到逮紳行立規只J的影鳴,有可能会対公司的径菅並各帯来不

利影噛。量然公司日前重視対客声的信用管理,井対庇牧敗款定期報告和清理,堅持先

好再快的友展原只J,違慎逸拝項目,逐歩放奔資金元保障和影的企並数益、制豹企並友

展的工程項目。但公司力了避一歩拡大市場占有率,皮 1文敗款可能例遊一歩増長,因此

公司存在度1文款項友生不敗的凩陰。

公司力庇対庇牧敗款杯敗凩陰,采取如下庇対措施 :

在項目逸拝上 (1)逸拝国有或民菅大中型企立 ,♭ヒ如屯力、化工、通信,以及新

型的煤化工等。 (2)国家投資政府建没項目,如単位亦公、文化活劫、培洲1基地等。

(3)仇秀升友商升友建没的実傭酒店、小区住宅、大型商場等。如友生或友現項目実

施通程中建没方資金情況出現同題,及吋洵通,井這当控制施工遊度,避免陥入太深 ,

荘以自抜。当建没方出現第一次未按吋付款,財発部日対項目負責人選行黄灯警示,提

醒均建没方及吋洵通,哲後施工,掌握主功。当建没方連銭出現第二次未履豹付款吋 ,

財雰部逃行鉦灯警告,項 目部暫停施工。在落実却因建没方出現堆以解決的同題吋,及

吋停工結算,撤出項目,碗保不損失或損失降至最低。晋格履釣,施工述程中的材料、

資料洋尽,留有充分iI据依据,如遇悪意抱欠,便千法律訴松。

人、存貨規模増加的凩陰

随着公司立勢規模的持鉄ダ大,絞大的存貨余額可能会影噛到公司的資金周橋速度

和径菅活動的現金流量,降低資金送作数率,存在存貨規模校大的凩陰。此外,項 目執

行述程中,如果出現客声財各状況悪化或采賄成本大幅上升超述預算成本等情形,込可

能存在存貨鉄倫凩陰。

公司力皮対存貨規模増加凩陰,采取如下庇対措施 :

1.合理控制材料,投各采殉規模。

2.項 目施工道程中芦格按照合同豹定亦理項目遊度碗汰,公司項目完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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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扱亦理竣工結算。

0損 告期内新増的風険因童

元

四、対♯標准申汁意見申汁報告的悦明

是否被出具 “ヨト林准申汁意見申汁報告": 否

申it意見英型 : 林准元保 留

申汁意見

童事会就ヨト林准申it意見的悦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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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市重要事項

一、重要事項索引

事項 是或否 索引

是否存在重大訴i/AI、 仲裁事項 否

是否存在対外担保事項 否

是否存在股末及其美朕方占用或特移公司資金、資声及

其他資源的情況

否

是否存在日常性美朕交易或偶友性美朕交易事項 是 五、二、(一 )

是否存在径股末大会申波道的1文的、出告資声事項 否

是否存在径股末大会申波通的対外投資事項 否

是否存在径股末大会常波道的企立合井事項 否

是否存在股枚激励事項 否

是否存在己披露的承堵事項 否

是否存在資声被査封、抑押、凍結或者被抵押、反押的

情況

是 五 、二 、(二 )

是否存在被凋査姓罰的事項 否

是否存在重大資声重狙的事項 否

二、重大事項洋情

(―)報告期内公司友生的日常性美瑛交易及偶友性美瑛交易情況

偶友性美瑛交易事項

美瑛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額 是否履行必要

決策程序

莫勇蛉、自紹準、張涛 力本公司融資担保 4,500,000.00 否

莫勇蛉、未雨洋 力本公司融資担保 4,800,000.00 禾
口

意汁 9,300,000.00

(二)被査封、如押、凍結或者被抵押、反押的資声情況

資声 枚 利 受

限英型

敗面枡値 占意資声

的比例

友生原因

14楚商鋪房声 抵押 1,366,333.53 1.26%

2014年 4月 29日 ,公

司与内蒙古銀行股分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

街支行釜汀了編号力 “内

呼成 (小企立循)字【2014】

第 03号 "的 《額度循不

借款合同》,提供連帯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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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江.用干友展公司並

分 .

両姓房声 抵押 2,036,067.75 1.88%

2014年 3月 20日 ,公
司有米並銀行股分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釜iT了編

号力 “X銀呼 (2014)2011

融患字第 16号 " 的 《融

資患合同》,提供連帯責

任保江。用千友展公司立

分 .

累汁値 3402401。 28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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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股股本情況

(一)普通股股本結杓

第六市股本変劫及股奈情況

股分性辰
期初 本期交功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那
鉄
慨
扮

1、 控股股

木,実隊控

制人

0.00%

2、 董事盟事

及高級管理

人員

0.00%

3、 核心貝工 0.00%

4、 元限告股

分息数
0.00%

有限

告条

件股

分

1、 控股股

木,実際控

制人

11,692,500 77.95% 11,692,500 77.95%

2、 董事監事

及高須管理

人員

307,500 2.05% 307,500 2.05%

3、 核心貝工 1,518,000 10.12% 1,518,000 10.12%

4、 有限告股

分恵数
15,000,000 100.00% 15,000,000 100 00%

患股本 15,000,000 15,000,000

普通股股本人数

(二)普通股前十名股末情況

序号
股本名

称

期初持股数

(股 )

持股交功

(股 )

期末持股数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告股分数

(股 )

期末持有元限告股

分数 (股 )

1 莫勇蛉 3,933,000 3,933,000 26.22% 3,933,000 0

自紹争 3,259,500 3,259,500 21.73% 3,259,500 0

弘涛 2,493,000 2,493,000 16.62% 2,493,000 0

4 曹相如 1,177,500 1,177,500 7.85% 1,177,500 0

5 王亜漠 1,150,500 1,150,500 7.67% 1,150,500 0

冽ヽ波 856,500 856.500 5.71% 856,500 0

7 同慧敏 244,500 0 244,500 1.63% 244,500 0

李原欣 244,500 244,500 1.63% 244,500 0

酪 尤 244,500 244,500 1.63% 244,500 0

張建洋 220,500 220,500 1.47% 220,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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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十 13,824,000 13,824,000 92.16% 13,824,000 0

前十名股木同相互美系悦明

前十名股末之同不存在来属美系。其中,莫勇蛉、自紹隼、張涛、王亜演和引ヽ波力公

司実際控制人。

二、仇先股股本基本情況

不適用

三、控股股京、実隊控制人情況

(―)控股股末情況

公司控股股末力莫勇玲。

莫勇蛉,男 ,1959年出生,中 国国籍,元永久境外居留枚,大寺学厠,高級工程帰:1977

年至 1981年 ,在北京軍区服役;1981年至 1992年 ,在内蒙古財径学院工会担任科長一

取;1992年 至今,担任公司恵径理取努;2014年 7月 22日 起担任股分公司董事長兼意

径理,任期三年。

(二)実隊控制人情況

公司実際控制人力莫勇蛉、自編隼、弘涛、王亜演和7/1ヽ波。

莫勇蛉同上。

自編準,男 ,1956年出生,中 国国籍,元境外永久居留杖 ,大寺学房,高級工程姉;1974

年 12月 至 1982年 12月 ,部険服役:1983年 1月 至 1992年 10月 ,在 内蒙古医学院工

作;1992年至 2006年 ,担任公司董事、副恵径理;2006年至 2014年 7月 21日 担任有

限公司董事:2014年 7月 22日 起担任股分公司董事,任期三年。

弘涛,男 ,1961年出生,中 国国籍,元境外永久居住枚,大寺学房,工程帰取称:1983
年 9月 至 1988年 5月 ,在 内蒙古財径学院工作:1988年 5月 至 1997年 8月 ,担任深切|

市中航集囲深洲升特屯脳没各公司副恵径理:1997年至 2006年担任公司董事、副恵径

理:2006年至 2014年 7月 21日 担任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 7月 22日 起担任股分公司
董事,任期三年。

王亜演,男 ,1971年 10月 出生,中 国国籍,元境外永久居留杖,大寺学房;1994年至
2003年 ,就取千内蒙古吟俺実立有限公司;2003年至 2014年 7月 21日 ,担任有限公

司副恵径理;2014年 7月 22日 起担任股分公司董事兼副息径理,董事任期三年。

刊ヽ波,男 ,1959年 4月 出生,中 国国籍,元境外永久居留枚,本科学厠,高級工程りT;
1976年至 1978年 ,部臥服役;1978年至 1982年 ,内蒙古郎屯学校本科班通信寺立上

学; 1982年至 1985年 , 在呼和浩特冥館忌机任机勢員; 1985年 至 1992年 ,在内蒙
古声播屯祝学校房任教帰、寺並基硼教研室主任、副校長等取:1993年至 2014年 7月
21日房任有限公司副径理、副恵径理等取:2014年 7月 22日 起担任股分公司董事兼副
恵径理,董事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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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告期内普通股股票友行情況

不這用

二、債券融資情況

不適用

第七市融資及分配情況

四、振告期内普通股利洞分配情況

不通用

三、同接融資情況

融資方式 融資方 融資金額 (元 ) 存銭吋同 是否按期

述本付息

抵押貸款

内蒙古銀行股分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成

吉思汗大街支行

4,500,000.00 2014.4。 29--2017.4.28 是

抵押貸款
米並銀行股分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4,800,000.00 2014.3.20--2015。 3.19 是

合il 9,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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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監事、高彼管理人員情況

(―)基本情況

董事、監事、高象管理人員相互同美系及与控股股末、実際控制人同美系 :

第八市董事、監事、高象管理人員及貝工情況

姓名 取分 性llj 年蛉 学所 任期

是否在公

司頷取薪

酬

莫勇蛉
董事K/恵

径理
男 56 大寺 三 年 是

白鮒準 董事 男 59 大寺 三年 否

張涛 董事 男 54 大寺 三年 否

王亜演
董事/董秘

/副恵径理
男 44 大寺 三 年 是

7/1ヽ波
董事/副恵

径理
男 56 本科 三年 是

王新民
監事会主

席
男 60 大寺 三年 是

王国1 監事 男 35 本科 三年 是

芥雨 取工盟事 女 28 本科 三年 是

李彬
財努負責

人
女 40 本科 三年 是

董事会人数 :
5

監事会人数 :
3

高象管理人員人数 :
4

公司董事、監事、高象管理人員之同不存在来属夫系。

(二)持股情況

姓名 取分
年初持普通

股股数 (股 )

本年持普通股

股数量交功

年末持普通股股

数 (股 )

期末普通

股持股比

例

期末持有股票期

枚数量

莫勇蛉
董事換/

恵径理
3,933,000 0 3,933,000 26.22% 0

白鋼準 董事 3,259,500 0 3,259,500 21.73% 0

張涛 董事 2,493,000 0 2,493,000 16.62% 0

王亜演

董事/董

秘/冨J恵

径理

1,150,500 0 1,150,500 7.67% 0

例ヽ波
董事/副

恵径理
856,500 0 856,500 5。 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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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功情況

本年新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筒要取並径所

王新民
盗事会

主席
99,000 0 99,000 0.66% 0

王図1 監事 61,500 0 61,500 0.41% 0

芥雨
取工代

表監事
0 0 0 0.00% 0

李彬
財各部

負責人
147,000 0 147,000 0。 98% 0

合汁 12,000,000 0 12,000,000 80% 0

二、員工情況

人員交劫、人オ引逃、培切|、 招聘、薪酬政策等情況 :

披露核心技木囲臥或美鍵技本人員的基本情況 :

(一)在取員工 (母公司及主要子公司)基本情況

按工作性疲分英 期初人数 期末人数 接教育程度分

英

期初人数 期末人数

行政管理人員 21 21 博士 0 0

生声人員 0 0 碩 士 1 1

梢告人員 本科
ワ
‘ 16

技木人員 82 78 寺科 ワ
‘

α
υ 66

財努人員 4 3 寺科以下 33 30

員工意汁 118 113 需公司承担費用的高退休取

工人数

0

(二)核心員工

期初員工数量

(人 )

期末員工数量

(人 )

期末普通股持股

数量 (股 )

期末股票期枚数

量 (股 )

核心員工 9 9 1,5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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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市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
事項 是或否

年度内是否建立新的公司治理制度 是

董事会是否没畳寺並委員会 否

董事会是否没畳独立董事 否

投資机杓是否派駐董事 否

監事会対本年監督事項是否存在昇波 否

管理晨是否引入駅並径理人 否

会汁核算体系、財勢管理、凩陰控制及其他重

大内部管理制度本年是否友現重大快陥

否

是否建立年度報告重大差錯責任追完制度 否

報告期内,公司按照 《公司法》、 《ゴト上市公余公司監督管理方法》及其配套指引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了股分公司章程、三会波事規只J和恵径理工作細只J以及 《対外投

資管理方法》、 《美朕交易決策制度》、 《担保立勢管理制度》等相美管理制度。

一、公司治理

(一)制度与平倍

1、 公司治理基本状況

董事会径述坪倍汰力,公司治理机制完善,符合 《公司法》、 《iI券法》、 《全国

中小企立股扮結辻系統並各卿 J(拭行 )》 等法律、法規及規疱性文件的要求,能修有

数保障所有股末的合法及平等枚利。

3、 公司重大決策是否履行規定程序的坪倍意兄

公司的股末大会和董事会能鯵按期召升,対公司的重大決策事項作出決波,保 II公

司的正常友展。公司的監事会成長均力公司的並各骨干,全面参与公司的日常生声径菅 ,

対公司的実際立雰情況ヨト常了解,基本具各切実的監督手段。

(一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建立情況

股分公司成立后,公司根据 《公司法》及其t相美法律法規、 《公司章程》規定 ,

建立了股奈大会、董事会、監事会和高管層 “二会一層"的法人治理結杓,井按照 《公

司法》、 《ゴト上市公余公司監督管理方法》及其配套指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了股分

公司章程、三会波事規只J和恵径理工作網員J以及 《対外投資管理方法》、 《美咲交易決

策制度》、 《担保並勢管理制度》等相美管理制度。

公司現有的治理机制基本能給所有股末提供合道的保夕以及能保II股末充分行使

知情枚、参与杖、反洵杖和表決杖等板利。同吋,相美管理制度也保夕了公司資声的安

全、完整,使各項生声和径菅管理活動得以順利逆行,保 II公司的有数込作。

(二 )公司治理的実隊執行情況

自股分公司成立以来,公司能鯵遵照公司章程中美千二会枚利文努的規定,召升股

末大会、董事会和監事会。裁至 日前,公司共召升了 1次股末大会,1次董事会,1次
監事会,均按照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召集、召升,出席人数符合要求,表
決程序符合要求,会波妃最完整,相美決波能修得到執行, 未友生損害股末、債枚人

及第二人合法杖益的情形。

2、 公司治理机制是否給所有股末提供合道的保夕和平等杖利的坪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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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章程的修改情況

公司 2014年 7月 分股改吋,按照上市公司要求及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修改了

公司章程。

(二)三会逮作情況

1、 三会召升情況

会洪英型 扱告期内会波召牙

的次数

筒要内容

董事会 l

逸挙董事長、聘任公司高管、制定公

司管理制度

監事会 1 逸挙監事会主席

股奈大会 1

逸挙董事、監事、制定公司管理制度、

公司桂牌轄辻

2、 二会的召集、召牙、表決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規要求的坪倍意見

公司股末大会、董事会、監事会的召集、召升、表決程序均符合相美法律、法規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且均晋格按照相美法律、法規履行各自的枚利和文秀。

(三)公司治理改遊情況

公司根据新三板桂牌公司的要求,完善了 “二会"波事規只J、 《恵径理工作網只J》 、

《美朕交易決策制度》、 《対外担保管理制度》、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投資者美

系管理制度》等規章制度。

(四 )投資者美系管理情況

1、 公司投資者美系管理工作晋格遵守 《公司法》、 《iI券法》等有美法律、法規及全

国中小企並股分結性系統有限責任公司 (以 下筒称 “全国股分結辻系銃公司")有
美立各捌 J的規定。

2、 公司芦格按照己径制定的 《投資者美系管理制度》管理投資者美系。

(五)董事会下没寺日委員会在本年度内履行取責吋所提出的重要意見和建波

公司董事会 日前暫未下没寺日委員会。今后,公司格根据友展需要没立相庇机杓 ,

力公司持象、健康友展提供支持和保iI。

二、内部控制

(―)監事会就年度内監督事項的意見

監事会在報告期内的監督活劫中未友現公司存在重大凩陰事項,盗事会対扱告期内

的監督事項元昇波。

(二)公司保持独立性、自主姪菅能力的悦明

一)並各独立性

公司是双事寺並的消防均智能化安装施工企立。公司主要炊事消防没施工程的没

it、 施工、声品硝告、項目管理和技木服各等建没工程的消防恵承包並努,以及楼宇智

能化工程、安全防疱工程和防雷工程的没汁、系銃集成、施工等相美並各。 公司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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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径菅有美的施工没各及相美配套没施,棚有与施工作立有美的資反許可iI事 。公司具

有完整的並勢流程、独立的径菅施工場所以及稔定的供庇商和施工項目,独立避行項目

升友、項目承接与施工。公司以自身的名文独立升展立勢和釜汀合同,具有直接面向市

場的独立径菅能力。

(二 )資声独立性

公司径菅施工等所用施工没各、亦公没各、年輌等実物資声均有相庇的声枚iIE明 ,

系公司所有。裁至本期末,公司未以資声、信用力公司股末及其他美朕方的債勢提供担

保,也未将公司的借款或授信額度特借給公司股末及其他美朕方。公司対所有資声有完

全的控制支配枚,不存在資声、資金和其他資源被公司股奈及其美朕方占用而損害公司

利益的情況。

(三 )人員独立性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均在股扮公司寺取工作及頷取扱酬,均不存在就取千公司美咲企

並或炊美咲企並飯取報酬的情況。公司没有宗合部,負 責公司行政人事等事雰,対人員

聘用、芳功合同釜署、工資報酬、福利数納等事項均制定有相美規只J。 公司的財努人員

也未在控股股末、実際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立中兼取。

(四 )財勢独立性

公司没有独立的財会部 |コ ,建立独立的財勢核算体系,能修独立作出財勢決策,具

有校規疱的財各会汁制度。在銀行独立升戸,不存在均控股股末、実隊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並共用銀行敗戸的情形。公司作力独立的納税人,依法独立納税,不存在与控股股

末、実際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並混合納税的情況。公司不存在資金被控股股末、実隊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並以借款、代僕債勢、代塾款項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五 )机杓独立性

公司己建立股末大会、董事会、監事会等公司治理制度。公司的狙駅机杓独立千控

股股末、実際控制人,公司具有健全的内部径菅管理机杓,独立行使径菅管理取枚,股

扮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末、実除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並同机杓混同的情形。公司棚

有机杓没畳自主枚,公司机杓独立返作,不存在混合径菅、合署亦公的情形。

(三)対重大内部管理制度的浮愉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扮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1、 内部建没情況

根据中国iI監会等五部委朕合友布的 《企立内部控制基本規疱》及相美配套指引 ,

以及中国II監会公告 [2011]41号文及ネト充通知的要求,公司董事会結合公司実際情況

和未来友展状況,芦格按照公司治理方面的制度逆行内部管理及返行。

2、 董事会美干内部控制的悦明

董事会汰力:公司現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均是依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国家

有美法律法規的規定,結合公司自身的実際情況制定的,符合現代企立制度的要求,在

完整性和合理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鋏陥。由子内部控制是一項換期而持銭地系銃工程,需

要根据公司所赴行立、経菅現状和友展情況不断凋整、完善。

(1)美子会it核算体系

本年度内,公司芦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規美子会汁核算的規定,炊公司自身情況出友 ,

制定会it核算的具体劉市制度,井按照要求逃行独立核算,保 iI公司正常升展会汁核算

工作。

(2)美子財雰管理体系

本年度内,公司晋格貫御和落実各項公司財雰管理制度,在国家政策及制度的指引

下,倣到有序工作、晋格管理,継紋完善公司財努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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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子凩陰控制体系

本年度内,公司緊緊目統企並凩陰控制制度,在有数分析市場凩陰、政策風陰、経

菅凩陰、法律風陰等的前提下,来取事前防疱、事中控制等措施,炊企立規疱的角度継

鉄完善凩陰控制体系。

(四)年度撮告差借責任追九制度相美情況

裁至扱告期末,公司尚未建立 《年度扱告重大差錯責任追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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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市財努報告

一、会汁llT事努所申汁l反告正文

是否申汁 是

申it意見 我イ|]汰力,亨利技本的財努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立会汁准只J的規定

編制,公允反映了亨利技木 2014年 12月 31日 的合井及母公司財努状況以

及 2014年 度的合井及母公司径菅成果和現金流量。

申汁扱告編号 大学申字[2015]003742号

申it机杓名称 大学会汁師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秋 )

申汁机杓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不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2居

申it扱告日期 2015-04-07

注朋会it炉姓名 弘鵬■、越絶員

申汁報告

大学申字[2015]003742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全体股木 :

我イ|]申 it了后附的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亨利技木)財勢扱表 ,包括 2014年 12月

31日 的合井及母公司資声負債表,2014年度的合井及母公司利潤表、合井及母公司現金流量表、合井及母

公司股木枚益交功表,以及財努扱表附注。

一、管理居対財秀根表的責任

編制和公允列IFt財勢扱表是亨利技木管理層的責任,逮紳責任包括:(1)按照企立会汁准只J的規定編制財

努扱表,井使其実現公允反映:(2)没 it、 執行和雄押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財努扱表不存在由千舞弊或

錯俣早致的重大錯扱。

二、注朋会if師的責任

我イ|]的 責任是在執行申it工作的基砧上対財努扱表友表申it意 兄。我イI]按照中国注冊会it師申it准只J的規

定執行了申it工作。中国注冊会it師申it准 興J要求我イl]遵守取立道徳守只1,it刻 和執行申it工作以対財努

扱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錯扱荻取合理保江。

申汁工作渉及実施申it程序,以荻取有美財努扱表金額和披露的申it江据。逃拝的申it程序取決千注朋会

it師 的半J断 ,包括対由子舞弊或錯俣早致的財努報表重大錯扱凩隆的坪倍。在逃行凩隆坪倍吋,注朋会汁

師考慮与財努根表笏制和公允列報相美的内部控制,以没it恰当的申it程序,但 目的井ヨト対内部控制的有

数性友表意見。申it工作述包括坪倫管理晨逸用会il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itttif的 合理性,以及坪倫財

努扱表的患体列報。

我イ|]相 信,我イl]荻取的申itilE据 是充分、通当的,力友表申it意見提供了基硼。

三、申it意 見

我個汰力,亨利技本的財努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立会it准只l的規定編制,公允反映了亨利技木 2014

年 12月 31日 的合井及母公司財勢状況以及 2014年 度的合井及母公司径菅成果和現金流量。

大学会汁師事各所 (特殊普通合依)中国注冊会if師 :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冊会it師 :張鵬■、逆絶艮

二〇一五年四月七日

第 32頁 ,共 108頁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二、径申汁的財努振表

(一)合井資声負債表

単位:元

!lil:::11 1 銹

!蟷 牲‖罰市 1岬||!

離1騰1蘇 1 7,639,137.43 7,244,690.94

lli[:::::!illi::i::ii::::::]:::litil

2 2,971,384.31 1,438,000.00

3 36,051,690.58 27,499,865.27

議薙桂麗歓漱典||||| 4 5,376,338.15 4,762,636.16

葬lm

5 4,794,732.62 2,750,086.76

6 47,158,122.12 28,499,170.25

‖鍾器IEll躙菫垂‐着
1ヽ1

103,991,405.21 72,194,449.38

螂

卦尚 ‖鼎1蹴1輛〔

靱 1辟 1‐礼
鰤⑮ 半‖yW讐鰹 フ 3,745,865 73 4,335,013 09

::輛須奈

J檬
=攣

1丼虔表1諄彗聖警蒙il警

繭1養

報瞳端1輛蕨:‖燕|

8 642,500.46 386,563.33

4,388,366.19 4,721,576 42

下 辮冊‖‖‖‖|:
108,379,771.40 76,916,025 80

盪 澤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ミ雲Tl111

〓
”

〓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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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500,000.00 3,500,000.00

11 1,197,900.00

12 26,793,548.51 27,332,614.35

13 24,907,135.34 4,284,288.58

14 9,532,827.04 5,914,311.24

15 3,992,225.37 4,382,345.73

16 5,392,650.44 3,834,738.61

76,316,286.70 49,248,298.51

76,316,286.70 49,248,298.51

17 15,000,000.00 15,000,000.00

18 10,935,960.35

19 394,718.02 1,676,818.16

20 4,726,097.95 9,973,164.57

31,056,776.32 26,649,982.73

1,006,708.38 1,017,744.56

32,063,484.70 27,667,727.29

108,379,771.40 76,916,025.80

法定代表人:莫勇蛉 主管会it工作負責人:李彬 会it机杓負責人: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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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公司資声負債表

単位 :元

隷鶉 謙

儒「市T苛
,確乖輌輛市|二|:訂i 7,304,706 99 6,877,323 06

1  返
2,971,384.31 1,438,000.00

33,447,202.53 24,775,806.98

IⅧ千猾 5,291,915.15 4,678,213.16

‖麟 鸞
1,17114に  , 11,:11,1

鋤 融輔 4,751,370.62 2,678,276 82

45,274,257.68 26,973,740.45

:   蒻 99,040,837.28 67,421,360.47

■
=

稚苦榊鷺金鸞維帯

I響職畔絆‖1 300,000.Oo 480,000 00

i囃憮澁 帯|111# 3,692,216 73 4,239,138 30

i,嬢|=程二|=■■|

議程物1齋●■1■:=111
■に

:釉慶1瀾師‖‖画雨

ζ響雌洒鋼ШIド薩
蝉軍IT 「

i轡i榊嘩I臨||■詰

襴 驚権姜 526,766 68 263,724 57

4,518,983.41 4,982,862.87

103,559,820 69 72,404,223.34

4,500,000 oo 3,500,000.oo

1  勲
一鶉 1,197,9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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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6,592.80 25,401,124 84

預鎖欺1項 24,740,037.34 4,212,746.18

鋼榊疇鐵 9,532,827 04 5,914,311.24

3,722,557.32 4,060,282.11

鍮 ‖脚‖‖l難
=[

趙 馘 ‐必
5,213,192.44 3,712,393 08

1羞年1警蠅 1睡 1俸

英弛流1精驚蘇
‖‖1麟1嘲 73,713,106.94 46,800,857 45

ポ |

懸 .1痛尋青「 等
i檬鏑騨特顧
選撃黎健墜菫薪剛■

1言糠牌1疇
帥 !旬i:言lill

難延痰燕滸|‖ |

晟撃1構鍵墾撚構‖‖|三二
難41L華流読供1俵|

ヨ‖湘幼傑1機合it

動
・・ =型

73,713,106.94 46,800,857.45

‖酎| 吻 Ⅷ価‖書‖#‖緻 き‖‖‖‖111翻‖‖‖|‖ iミ

15,000,000.00 15,000,000.00

‖雁幕術蘇 10,935,960.35

暮催縮食菫葦1

1言靭撚1樫!11

薫 1祠 394,718 02 1,676,818 16

萎1到1幅種聾|

3,516,035.38 8,926,547 73

29,846,713 75 25,603,365.89

劃 Itl苺
i

隔 1111111111111111i:

103,559,820 69 72,404,223 34

(三)合井利潤表

単位:元

項1目 朧 機 板 上期金額

■●1菅ユ患敗入
う
４ 90,024,436.01 102,299,026.17

栞|■■茸駆 |ヽ

90,024,436.01 102,299,026.17

二●昔螺 1成本 85,028,826.95 98,240,356 79

其中■音立成本
う
４ 68,049,935.73 82,692,4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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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946,508.90 3,111,363.88

1舞韓輩1社|■| 23 1,221,158.36 1,542,688.71

管1埋簑頚 24 11,515,696.98 10,399,751.96

隕 1用| 25 271,778 52 119,657.31

輩薦1減1健操失 26 1,023,748 46 374,484 48

翼ヂ翌扮 孟
轍 ]1畢¬1曇

27
209,503.30

慾り :T
罫 鵠市il≒錨

5,205,112.36 4,058,669.38

力「二嗜瀬動卜政1入 28 287,847 12 97,936 90

其沖|■キ流莉斎声1処置莉篠 5,125.00

29 1,931.55 518.56

1,819.55

1昴貯譴鑽
5,491,027.93 4,156,087.72

減‖1糠奪割1策躙 30 1,431,306.91 1,102,926 06

鷹瑯岬F旱需71
4,059,721.02 3,053,161.66

|1慟 1帯全華葬礎 や1需
4,110,625.89 2,951,109.38

1卿 聯 -50,904.87 102,052.28

パ讐毎瑾聾苺|

(■).黙1毎般1崚盛 0.20

`二

):聾群母1戦1悔麟| 0.20

:顆辟 華早
1  舞

鰤 蒻11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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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曇崚|き轟羹書咸出|は

謳が世l●茉
,「

4.11尋奮燿事事響摯戸黎奪1帯

部分■11■1=■|■■■二
=|■

“

I"鍮編鷺表昴蘇爾藪

1製‖1動量撃額| 4,059,721.02 3,053,161.66

lmどθ l,「
4,110,625 89 2,951,109.38

lmi4ょり ,

-50,904.87 102,052.28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法定代表人:莫勇蛉 主管会it工作負責人:李彬 会it机杓負責人:李彬

(四)母公司利潤表

単位:元
項■ 爾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11葺蓄蝙ハ 86,464,461.53 98,304,712.24

65,208,754.98 80,362,259.12

2,829,912.03 2,998,428.57

1儡 lm‐ 1,219,808.36 1,536,786.71

1胃甲暉料甲:

10,839,555 12 9,477,602.17

″射議鷹 268,298.97 121,548 93

翔 燿螢基二 1,052,168 39 167,274,72

1踏里幽図輝即鞭酔菫撼

卿

1幕聰賞 ヨ窪
5,045,963.68 3,640,812.02

ti111菫奪可輔沐 287,847.12 97,936.90

馴 1%1輻 5,125 00

城「 欝1鞍卜藤責 1,819.55 250 92

梨|十:抑騨1漿着:延葺誕未 1,819.55

5,331,991.25 3,738,498 00

i域馨野魃 1,384,811.09 940,467.05

晰 靡了
3,947,180.16 2,798,0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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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i毎轟鰤  「

(|⇒議雁藝構1舗|き

4警|1構罐動聾雌

1料囀 栞聯覇莉瘍
撒

緻 響餡 ,1

橘|  1冨

|

1踪蹴炉ず帯
1  財
権 珊 堅 輔 獅 ЦI

|li:i:] :llil::::ilii] lil 

「
] i 

「
::::|||

l  ξ:1

1鎌I曇欄∵

■1言鎌合政硫ふ1薇 3,947,180 16 2,798,030.95

柄意ゝ]「]予l胃

頷叩

"門

燒

(五)合井現金流量表

単位:元

巧[目 附注 ,本爛 上期金飯|

■IИ瞥播功声生
"現

金流量|

硝1動儡ti提1併芳1裂性到1的現金
100,794,416.3 84,915,127.90

1牧葬l的1糧1賓返込

収到黎他●4曹清功有未疇凛金
つ
０ 269,429.36 356,730.56

1銃菅活功理金流入1小汁
101,063,845,7

2

85,271,858.46

始1来1商
‐品■接受1労各‐鋼 |1的現金 65,446,942.84 47,610,6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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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莫勇蛉 主管会汁工作負責人:李彬 会汁机杓負責人:李彬

(六)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単位:元

4H 附注 本期金額 上1期金板|

支付給取
=以

及|力取工支付的現金 26,340,222 39 34,566,606.34

支付的各項税費 5,378,050.95 5,159,732.80

支付其他与1簗菅1活動1有1美的1現金 31 5,419,643.15 5,625,028.48

鋒1警清功班金流出‐小|十
102,584,859.3

3

92,962,054.82

鐙育活動声生1的1班金流量準飯 -1,521,013.61 -7,690,196.36

二t投資活動声1生1的現金流量:

1'回 投
‐
資‐ll■至J的現金 100,000.00

取1得投1資1牧1益1牧到的1塊1金

摯軍固定,|オ■ス″‐資‐著オ「基他|`期棄声lll回1,

現金浄1額■■‐_ ‐_‐ ■|■‐ |‐ ■ ‐■‐|‐■‐

48,751 07 8,000,00

処置1子1公1司1及1其1他昔1並1単位1政 lrlll的1現金浄萩 180,000 oo

収到共1他 |■1投資活動1有1夫1的1魂金

投1資活動現1金流1入小if 228,751.07 108,000 00

粋1守甲牢奮声1零形‐

'Tttl琴

‐伴|卜
期

'声

著年中
現金 |‐ ‐.|     ・ ‐     ‐  ‐

20,650.00 145,184.00

投資支付1的現金

駆得子公可及基1他菅立1単位支付的現金浄額

支付其他1与投資活競
‐
美的現金

投銅 現金流出小汁 20,650 00 145,184.00

投資活動声生1的現金流量浄額 208,101 07 -37,184.00

三t籍資活動声生1的現金流量:

n/x牧投1資 1文至J的現金

其1中■1子 1公司吸1文少1数1般 1木1投1資1牧至よ的現金

取得借款1牧到的現金 5,200,000.00 3,500,000 00

友行債券1牧至l的1現1金

1文到其1他与等資1活動1有美1的
‐
塊金 つ

０ 296,167 70

箸資活/~JJ現金流入小if 5,496,167 70 3,500,000 00

倦込債‐努支4・l的1現‐金 4,200,000.00

分‐配設利■利‐畑1或僕‐付不1息文1付
‐的‐現1金 300,634 67 624,766 68

某申■子公司1支付翁少数股1本1的段利、「rll洞

支1付其砲1与1箸 資‐活動有1夫1的現金

寿資活劫現金流出小青 4,500,634.67 624,766.68

寿1資活動声生的‐現金流量浄額 995,533 03 2,875,233 32

四●江率交功対現金及現金等作物的影崎

五 現ヽ金及現金等介物浄増加額 32.3 -317,379 51 -4,852,147 04

加1期初現金及現金等介物余額 7,244,690.94 12,096,837.98

六t・期末滉金及現金等徘物余額 32.3 6,927,311.43 7,244,69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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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鋒菅活動声1生‐的現金流量:

備告商品|1提供1芳 各牧至l的現金 96,373,194.02 80,777,622.80

牧至l的税費‐返逐

牧到其他与‐盗菅1活
1劫有

‐
美1的1現金 211,242.83 302,626.50

姪菅活1劫現金流入小it 96,584,436.85 81,080,249.30

殉妥商1品 ■1接受労井支付的1現‐金 61,702,710 04 44,210,497 85

支付分取工以及力取工支付1的現金 25,954,892 98 34,074,883.37

支付1的1各項税費 5,251,636.38 4,828,116 21

支1付 1其他■螢‐菅1活動有1共 的1机金 5,163,273.62 5,368,574.69

径菅活動現金流‐出小‐汁 98,072,513.02 88,482,072.12

盗音活劫声生的現金流量浄額 -1,488,076.17 -7,401,822 82

=●
投資活動声生1的現金流量:

1,回1投資1文‐至l的1現金 100,000.00

取得1投資1牧益牧到的現1金

処置1固 定‐資声t■元形‐資
‐声和其他長期

‐
資1声岐回的

現金1浄荻■|‐ |■■‐‐ ■|||||■||| ■|■■■||

48,751 07 8,000 00

処置子公‐司及其他菅北単位1欠 至り的現金浄額 180,000 00

牧到其他与投資活動有美白,現金

投‐資1活
1功現金流1入小サ 228,751.07 108,000.00

場Fll'17111]TT,F:11
20,650 00 95,184.00

投資支付1的現金

取得‐子1公
1司 及共‐他菅Jセ単位1支付1的現金‐浄額

支付1其他与投資1活動1有夫的‐現金

投資活動1現金流出小it 20,650.00 95,184 00

投資情劫声生
‐
的現金流量浄飯 208,101 07 12,816 00

=●
1籍資活動1芦生的現金流量|

吸1収投‐資1蚊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lll■ 到的現金 5,200,000 00 3,500,000.00

1文至l其他―「u等資1活動1有美的現金 296,167 70

等1資活動1現‐金にXttiF 5,496,167 70 3,500,000.00

僕述1債1分支付的現金 4,200,000.00

分配1股利●利潤或催付牙1息支1付1的現金 300,634.67 624,766 68

支付1其他与
‐
等‐資1活動1有美的現金

等資活劫現金1流
‐出小‖・ 4,500,634.67 624,766 68

等資活‐劫薦生的現金流量浄額 995,533 03 2,875,233.32

四●江率交劫対現金及班金等介物的影噛

五●班金及現金等介物浄増1加額 -284,442.07 -4,513,773.50

加■期初現金1及1現金等1倫物余1額 6,877,323.06 11,391,096.56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倫物余額 6,592,880 99 6,877,3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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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井所有者枚益交功表

単位=元

15,000,000.00 1,676,818.16 9,973,164.57 1,017,744.56 27,667,727.29

15,000,000,oo 1,676,818.16 9,973,164.57 1,017,744.56 27,667,727.29

10,935,960.35 -1,282,100.14 -5,247,066.62 -11,036.18 4,395,757.41

4,110,625。 89 -50,904.87 4,059,721.02

296,167.70 39,868.69 336,036.39

296,167.70
296,1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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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1蘇瀦‖
39,868 69 39,868.69

‖1赳鼈 1榊 8,962,974.49 394,718.02 -9,357,692.51

394,718.02 -394,718.02

8,962,974.49 -8,962,974.49

1,676,818.16 -1,676,818.16

1,676,818.16 -1,676,818.16

莉
辮』嶼幽‖

卿朧

15,000,000.00 10,935,960.35 394,718.02 4,726,097.95 1,006,708.38 32,063,4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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躙

15,000,000.00 1,397,015.07 7,751,858.28 915,692.28 25,064,565.63

15,000,000.00 1,397:015.07 7,751,858.28 915,692.28 25,064,565.63

279,803.09 2,221,306.29 102,052.28 2,603,161.66

2,951,109.38 102,052.28 3,053,161.66

279,803.09 -729,803.09 -450,000.00

第 44頁 ,共 108天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報告

法定代表人:莫勇蛉 主管会汁工作負責人:李彬 会汁机杓負責人:李彬

(八)母公司所有者枚益交功表

279,803.09 -279,803.09

-450,000.00 -450,000.00

:魃

,喜 ,「1野僻野薇

|1希壁動鍾当|″

4‐ |1希爾禰薦
15,000,000.oo 1,676,818.16 9,973,164.57 1,017,744.56 27,667,7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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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椰‖

表1鯉聯雌 赫1出

11111111111■ |||||||||:|||:|::

15,000,000.00 1,676,818 16 8,926,547.73 25,603,365.89

川|

‖
"|■

,

コヽ塾饗動誦催 15,000,000.00 1,676,818.16 8,926,547.73 25,603,365.89

雪
10,935,960.35 -1,282,100 14 -5,410,512 35 4,243,347.86

3,947,180 16 3,947,180. 16

11浙
296,167.70 296,167 70

本

296,167.70 296,167.70

=■

芸他|

|い|:響1卿 8,962,974.49 394,718 02 -9,357,692.51

394,718.02 -394,718 02

=|コ
1拓苺華1蠅 8,962,974 49 -8,962,97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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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1,676,818.16 1,676,818.16

1,676,818.16 -1,676,818.16

一饉

釉

言:言;〕       甘       〔|:       〔

`!1 1 ::|::ゞ

!11       [1::::1::::::

暉 |は

!蒻 勒 15,000,000.00 10,935,960.35 394,718.02 3,516,035.38 29,846,713.75

単位:元

≧懸
彗|百確

存
●

頌:菫【

'

JⅢI三:面闊燿睾薦鬱璽T面爾欝確獅 ジヨ‖ン衛屋蜻mヨ1昴謂1朦

ヨ1胴 一輛
| ||1lil,::::::ヽ |:::: 1話1嗣駆動嘩

「

1

濾
15,000,000.00 1,397,015.07 6,858,319.87 23,255,334.94

A樵閻 麟 製 耀

15,000,000.Oo 1,397,015.07 6,858,319.87 23,255,3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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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3 09 2,068,227.86 2348030.95

2,798,030.95 2,798,030.95

鐵
菫

279,803.09 -729,803.09 -450,000.00

謝1輻 猶 279,803.09 -279,803.09

黒
覇
覇

-450,000.00 -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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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0.00 1,676,818.16 8,926,547.73 25,603,3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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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年度財努扱表附注

一、  公司基本情況

(―) 公司注冊地、姐象形式和恵部地址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公司"或 “本公司")前身是内蒙古

亨利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初始没立千 1992年 11月 1日 ,呼和浩特升特屯子、化工研究所

亦理了合秋企並没立工商登氾,取得 鯖 並執照》。経登氾:《菅並執照》注珊号力 01F字

140号 :地址力体育場老干部中心室;負責入力莫勇蛉;径済性灰力合伏企並;資金数額力

3万元。

1993年 2月 23日 ,公司新増注朋資本 295,942.70元 ,該増資並径呼和浩特常汁事努

所常詮,井出具馳資報告。

1993年 2月 23日 ,呼和浩特升特屯子化工研究所向工商局申清亦理了本次公司工商交

更登遭。経工商局核准友放的 《企立法人菅並執照》昆示:企 N12名 称力呼和浩特市升特屯臓

没各有限公司:住所力呼市場林南路体育場老干部活動中心一楼;法定代表入力莫勇蛉;注

朋資金力 29万元。

1996年 5月 2日 ,呼和浩特会it帰事努所出具 《聡資報告》,対亨利新技木申清増加注

冊資本 21万元遊行申聡,結稔力 “根据我イ|]的常聡,裁至 96年 5月 2日 止,呼市升特屯脳

没各有限公司増加投入資本武拾壼万元,変更后的投入資本恵額力伍拾万元,其中央牧資本

伍拾万元。"

1996年 7月 ,呼和浩特市升特屯脳没各有限公司向工商局申清亦理了本次公司工商交

更登妃。径工商局核准友放的 《企並法人菅並執照》塁示:企立名称力呼和浩特市升特屯臓

没各有限公司;住所力人民体育場老干部活功中心一楼;法定代表人力莫勇蛉:注朋資金力

50万元:企並癸型力有限責任。

1999年 2月 25日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全体赴出具 《企並名称預先核准通知

事》,預先核准呼和浩特市升特屯肪没各有限責任公司申清変更的企立名称力:内蒙古升特

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

1999年 3月 9日 ,根据股末会決波、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注朋資金由500,000.00

元増加到 608,775.00元 ,其中貨市資金 30,000.00元 ,来物資声 578,775.00元 。此次増資

立径内蒙古蒙建常it事勢所常唸,井出具蒙建申聡字 (1999)第 14号聡資報告。1999年 6

月 22日 ,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清亦理了本次公司変更工商登紀。

2000年 2月 23日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 (内蒙古)名称交核内字 {2000}

第 96号 《企並名称変更核准通知事》,核准企立名称変更力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有限公

第 50頁 ,共 108天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報告

司 "。

2001年 3月 6日 ,根据根据股木会決決、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公司注朋資金由608,775.00

元増加到 2,000,000.05元 。新増資金本金 1,391,225.05元 ,由企並資本公秋投入 294,

048.29元 ,由股木投入 1,097,176.76元 。上述出資並径内蒙古国建会十用事努所申強,井

出具了内国建聡字 【2001】 H号馳資報告。

2001年 7月 26日 ,根据股木会決洪、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公司注朋資金由2,000,000.05

元増加到 3,086,000.05元 ,新増資本金 1,086,000.00元 由股木莫勇蛉投入貨市資金

584,000.00元、自幻準投入貨市資金 500,000.00元 、7/1ヽ 喜木投入貨市資金 2,000.00元 。

上述出資立径内蒙古国建会it師事勢所中強,井出具了内国建強字 【2001】 60号強資報告。

2006年 4月 19日 ,根据股末会決波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申清増加注朋資本人民

市 2,000,000.00元 ,由股末莫勇蛉等 17人千 2006年 4月 19日 前数足,変更后注珊資本力

人民市 5,086,000.00元 。上述出資並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弘炸朕合会it姉事勢所中聡,井

出具了呼弘炸所強字 【2006】 第 33号詮資報告。

2007年 4月 9日 ,根据股末会決波、股杖橋il跡波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申清

増加注朋資本人民市 3,000,000.00元 ,由全体股木千 2007年 4月 9日 前数足,変更后注朋

資本力人民市 8,086,000.00元 。2007年 4月 2日 ,股木杜雨期『将其持有的股分 20,344.00

元特性給新股末王亜演。上述出資並径内蒙古財信送会汁用事努所有限責任公司申聡,井出

具了内財信迷聡字 【2007】 第 12号強資報告。

2010年 4月 30日 ,根据股奈会決洪、股枚特性跡波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申清

増加注朋資本人民市 2,425,800.00元 ,由 25名股末按出資しヒ例激幼,変更后注勝資本力人

民市 10,511,800.00元 。同吋,股奈白綱準、張涛、曹相如、社雨郷、李笙旺、武連平、王

新民将其持有的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部分股杖 301,309.00元遊鶉il給股末莫勇

蛉、王工演、弘建洋、臭英、文J艦利、曹雨蕊、李彬、李原欣、李向南、賂尤、岬浩、陳雪

峰,股杖橋■后李笙旺、武連平退出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股奈会,臭英、文Jll利、

曹雨蕊、李彬、李原欣、李向南、略尤、用浩、陳雪峰加入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

股木会。上述出資並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弘炸朕合会汁りT事勢所申唸,井出具了呼弘炸所聡

字 【2010】 第 40号馳資扱告。

2012年 10月 10日 ,根据股末会決波、股杖鶉士跡決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申

清増加注朋資本人民市 4,488,200.00元 ,由 25名股木千 2012年 10月 9日 前一次激足,交

更后注肝資本力人民市 150,00,000.00元 。同吋,股末文1腔利将其持有的 52,000.00元股枚

特il給股木王図1。 上述出資立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弘炸朕合会汁帰事雰所申聡,井出具了呼

弘炸所聡字 【2012】 第 52号聡資報告。

2014年 4月 29日 ,根据股末会決波、股枚特辻切波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股木李向

南、召『国杖為其分男J持有的 55,500.00元 、49,500万 元股叔橋il給股木莫勇蛉。結il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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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朋資本不交。

2014年 5月 20日 ,立信会汁用事努所(特殊普通合伏 )出 具信会帰報字 [2014]第 711027

号 《常it報告》,報告裁明:裁至 2014年 4月 30日 ,有限公司径申it浄資声 25,935,960。 35

元。

2014年 6月 16日 ,姿有限公司股木会決波通道,同意有限公司整体変更力股扮有限公

司,以公司裁至 2014年 4月 30日 径申it敗面浄資声 25,935,960.35元 按 1.729:1的 しヒ例折

力 1500万元恵股本 (毎股面値 1元 ),其余部分 10,935,960.35元 it入資本公秋,以友起没

立方式将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整体変更力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扮有限公司。

2014年 6月 17日 ,有限公司原 23位股木釜署了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

司友起人い波》,同意以公司浄資声折股整体変更的方式友起没立股分公司。

2014年 7月 22日 ,有限公司整体変更力股分有限公司,浄資声折股強資報告並径立信

会itりT事各所 (特殊普通合秋)申聡,井出具了信会,T報字 【2014】 第 711065号聡資報告

碗汰。(股枚結杓如下表 )

2014年 7月 22日 ,股分公司召升CJ立大会,同意由原有限公司全体股末作力股紛公司

友起人,以有限公司径申汁的裁至 2014年 4月 30日 的浄資声値 25,935,960.35元 ,按

1.729:1的しヒ例折合股分 1500万股,浄資声余額人民市 10,935,960.35元 it入資本公釈。

股分公司股扮均力普通股,毎股面値人民市 1元,各友起人在股分公司的持股しヒ例按其在有

限公司出資しヒ例llA定 。

整体変更完成后,股紛公司的股杖結杓如下:(単位:万股 )

序号 股ホ姓名 出資形式

莫勇蛉 浄資声

自紹準 浄資声

弘涛 浄資声

曹相如 浄資声

王亜演 浄資声

称波 浄資声

同慧敏 浄資声

李原欣 浄資声

略尤 浄資声

張建洋 浄資声

浄資声

李彬 浄資声

浄資声

浄資声

2014

325.9500 1             21.73%

249.3000 1             16.62%

14

15

‐             ‐ -      1‐        
…

    …      ‐  |

李亜本   :     9.90001 0.66% 浄資声

周建争 9.9000 0.66% 浄資声

佳国文 9.9000 0.66% 浄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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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_ 1   草T苺   :     ?i7,99… :   _  1,■ :   ■

'=

2014

7.2000 : 0.48%:   浄資声

浄資声

翡IIIIIIIF辮IIIII事密

2014年 8月 6日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取得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友的企並法人菅並執照,完成有限公司整体変更力股分公司。

2014年 H月 26日 ,全国中小企並股分特il系銃有限責任公司以股橋系銃函[2014]2141

号《美子同意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並股分特性系銃桂牌的

函》常査同意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並股分特性系統桂牌。

IIE券筒称:亨利技木,証券代偶:831446.

公司的企立法人菅立執照注朋号:150100000001556

公司注冊資本81500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莫勇蛉

公司注冊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木街 272号

公司恵部地址:与注朋地址一致

公司癸型:股扮有限公司 (♯上市、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

(二) 姪菅茫目

浄可径菅項目:元。一般径菅項目:消防投施工程投汁与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投it

与施工;安全技木防疱系銃没汁、施工、準修;防雷工程寺立没it、 施工;消防没施工程

没it寺項 (以上径菅疱目免資反iIギ径菅);防火防盗没各、机屯没各、保温材料、屯子声

品、自劫化控制没各的研制、升友、硝告。(依法須径批准的項目,径相美部門批准后方可

升展径菅活劫)。

(三) 公司立分性反和主要姪菅活動

公司属千建筑安装行立,主要服努頷域力消防工程没汁和施工。

(四) 財努扱表的批准報出

本財各報表立径公司全体董事干 2015年 4月 7日批准報出。

二、  合井財勢扱表疱曰

本期幼入合井財努扱表疱目的主体共 1戸 ,具体包括 :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癸型 象 次 : 持股じヒ例

: 控股子公司 一致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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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幼入合井財努根表疱目的主体校上期相比,減少 1戸 ,具体包括 :

2014

名称 変更原因

呼和浩特市亨利建筑芳各有限責任公司

合井疱曰変更主体的具体信息洋兄 “附注七、合井疱目的変更 "。

三、  財雰扱表的編制基Itt

(一) 財勢扱表的編制基拙

本公司以持紋径菅力基拙,根据実際友生的交易和事項,按照財政部頒布的 《企立会it

准興J――基本准只J》 和具体企並会汁准只J、 企並会it准興J成用指南、企並会汁准興J解粋及其

他相美規定 (以下合称 “企立会汁准只J")逃行碗汰和汁量,在此基硼上,結合中国iI券監督

管理委員会 《公升友行江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只J第 15号――財努報告的一般規定》

(2014年修iT)的規定,編制財努扱表。

(二) 持袋径菅

本公司自扱告期末起 12今月不存在対本公司持鉄径菅能力声生重大疑慮的事項或情況。

四、  重要会it政策、会it借汁

(―) 遵循企立会汁准スJ的声明

本公司所編制的財各報表符合企並会it准只J的要求,真実、完整地反映了報告期公司的

財努状況、径菅成果、現金流量等有美信息。

(二) 会汁期同

自公月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止カー今会十年度。

(三) 遍敗本位市

采用人民市力氾敗本位市。

(四) 同一控制下和ヨト同一控制下企立合井的会汁処理方法

1.分歩実現企立合井道程中的各項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経済影噛符合以下一紳或

多紳情況,格多次交易事項作カー投子交易避行会汁処理 8

1)遠些交易是同吋或者在考慮了彼此影噛的情況下iT立的;

2)遠些交易整体オ能込成一項完整的商並結果 ;

3)一項交易的友生取決千其他至少一項交易的友生 :

4)一項交易単独看是不経済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井考慮吋是径済的。

2.同一控制下的奈 レヾ合井

1)↑男明 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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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支付現金、装辻♯現金資声、承担債各方式或以友行収益性iI券作力合井対扮的 ,

在合井日按照被合井方所有者枚益在最終控制方合井財勢扱表中的敗面伶値的分額作力掟

期股枚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長期股枚投資初始投資成本島支付合井対扮之同的差額,調整

資本公秋;資本公秋不足沖減的,凋整留存収益。如果存在或有対扮井需要碗汰預it負債或

資声,該預汁負債或資声金額葛后鋲或有対介結算金額的差額,調整資本公釈 (資本溢介或

股本溢伶),資本公釈不足的,調整留存収益。

対千通辻多次交易最終実現企並合井的,属子一批子交易的,格各項交易作カー項取得

控制枚的交易逃行会it処理:不属予一批子交易的,在取得控制枚日,検期股枚投資初始投

資成本,与込到合井前的長期股枚投資敗面徐値加上合井日逃一歩取得股分新支付対倫的敗

面伶値之和的差額,調整資本公釈;資本公釈不足沖減的,調整留存収益。対千合井日之前

持有的股枚投資,因采用収益法核算或金融工具碗汰和汁量准只J核算而碗汰的其他宗合収益 ,

暫不逃行会汁処理,宜至楚畳核項投資吋采用与被投資単位直接処置相美資声或負債相同的

基拙逆行会it処理:因采用枚益法核算而71A汰 的被投資単位浄資声中除浄損益、其他繰合牧

益和利潤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枚益其他交劫,暫不逃行会汁処理,宣至処畳核項投資吋鶉入当

期損益。

合井友生的各項直接相美費用,包括力逃行合井而支付的申it費用、坪倍費用、法律服

努費用等,千友生吋it入当期損益:与友行枚益性工具作力合井対伶直接相美的交易費用 ,

沖減資本公秋,資本公釈不足沖減的,依次沖減盈余公秋和未分配利洞:ち友行債努性工具

作力合井対伶直接相美的交易費用,作力it入債各性工具的初始碗汰金額。

被合井方存在合井財雰根表 ,只J以合井日被合井方合井財各扱表中月属予母公司的所有

者収益力基Ftt碗 定長期股枚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

2)合井財勢扱表

合井方在企立合井中取得的資声和負債 ,按照合井日在被合井方所有者収益在最終控制

方合井財努扱表中的敗面徐値汁量。

対千通述多次交易最冬実現企並合井的,属千一投子交易的,将各項交易作カー項取得

控制杖的交易避行会汁処理;不属千一抗子交易的,合井方在込到合井之前持有的K期股枚

投資,在取得日均合井方与被合井方同赴子同一方最終控制之日執晩日場合井日之同己碗汰

有美損益、其他妹合収益和其他所有者収益交劫,分別沖減♭ヒ校扱表期目的期初留存1文益或

当期損益。

被合井各方采用的会it政策与本公司不一致的,本公司在合井日按照本公司会it政策避

行調整,在此基砧上按照企並会汁准只1規定碗汰。

3.ヨト同一控制下的企立合井

対千ヨト同一控制下的企立合井,合井成本力本公司在殉采日力取得対被殉采方的控制枚

而付出的資声、友生或承担的負債以及友行的収益性工具或債各性工具的公允徐値。在合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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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対可能影的合井成本的未来事項作出豹定的,賄采日如果倍汁未来事項彼可能友生井

且対合井成本的影的金額能修可皐it量 的,也it入合井成本。

本公司力避行企立合井友生的常it、 法律服雰、坪倍盗洵等中介費用以及其他相美管理

費用,千友生吋汁入当期損益;本公司作力合井対倫友行的収益性工具或債勢性工具的交易

費用,it入収益性工具或債努性工具的初始碗汰金額。

本公司対合井成本大手合井中取得的被殉叉方可誹汰浄資声公允介値分額的差額 ,碗汰

力商誉。本公司対合井成本小千合井中取得的被殉采方可排汰浄資声公允倫値扮額的,姿夏

核后合井成本側小千合井中取得的被殉采方可誹汰浄資声公允枡値分額的差額,it入当期損

益。

通辻多次交換交易分歩実現的ヨト同一控制下企並合井,属千一抗子交易的,特各項交易

作カー項取得控制枚的交易逆行会it処理:不属千一流子交易的,区分今男1財努扱表和合井

財努根表逃行相美会it処理 :

(1)在今別財勢報表中,合井日之前持有的股枚投資采用枚益法核算的,以殉叉日之

前所持被賄叉方的股杖投資的敗面倫値与殉叉日新増投資成本之和,作力核項投資的初始投

資成本 ;

合井日之前持有的股杖投資采用金融工具碗汰和汁量准只J核算的,以核股杖投資在合井

日的公允伶値加上新増投資成本之和,作力合井日的初始投資成本。原持有股杖的公允扮値

均敗面扮値之同的差額以及原汁入其他宗合収益的累it公允伶値交劫庇全部橋入合井日当

期的投資収益。

(2)在合井財努扱表中,対千殉叉日之前持有的被賄叉方的股杖,按照核股枚在殉叉

日的公允倫値遊行重新汁量,公允徐値与其敗面倫値的差額汁入当期投資収益;賄叉日之前

持有的被賄叉方的股枚渉及収益法核算下的其他妹合収益等的,与其相美的其他妹合収益等

鶉力殉天日所属当期投資収益。

(五) 合井財努扱表的編制方法

本公司合井財勢扱表的合井疱国以控制力基硼碗定,所有子公司 (包括母公司所控制的

単独主体)均幼入合井財券報表。

所有納入合井財努扱表合井疱目的子公司所采用的会汁政策、会汁期同与本公司一致 ,

如子公司采用的会it政策、会it期 同与本公司不一致的,在編制合井財雰扱表吋,按本公司

的会it政策、会it期 同選行必要的調整。

合井財勢報表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財勢扱表力基硼,根据其他有美資料由本公司編制。

合井財勢報表吋抵硝本公司均各子公司、各子公司相互之同友生的内部交易対合井資声

負債表、合井利洞表、合井現金流量表、合井股木収益交劫表的影噛。

子公司少数股木分担的当期号損超道了少数股末在核子公司期初所有者収益中所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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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額的,其余額側成当沖減少数股末収益。

在根告期内,若因同一控制下企並合井増加子公司以及立努的,只J凋整合井資声負債表

的期初数;格子公司以及立雰合井当期期初至報告期末的収入、費用、利潤納入合井利洞表 ;

格子公司以及並各合井当期期初至報告期末的現金流量納入合井現金流量表。

在報告期内,若因ヨト同一控制下企並合井増加子公司以及立各的,興J不調整合井資声負

債表期初数;格子公司以及並努自殉叉日至報告期末的収入、費用、利洞納入合井利洞表 :

核子公司以及並各自賄采日至報告期末的現金流量幼入合井現金流量表。

在報告期内,本公司処畳子公司以及立雰,只J核子公司以及並勢期初至赴畳日的牧入、

費用、利洞幼入合井利洞表;核子公司以及並雰期初至赴畳日的現金流量納入合井現金流量

表。

本公司因赴畳部分股杖投資或其他原因喪失了対原有子公司控制枚的,在合井財努報表

中,対千乗1余股叔,按照其在喪失控制叔日的公允扮値逃行重新汁量。処畳股枚取得的対伶

与乗1余股枚公允倫値之和 ,減去按原持股比例汁算庄享有原有子公司自殉叉日升始持象汁算

的浄資声的分額之目的差額,汁入喪失控制枚当期的投資収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枚投資相美

的其他宗合収益,成当在喪失控制枚吋特力当期投資収益。

(六) 合菅安排分英及共同径菅会汁処理方法

1.合菅安排的分英

本公司根据合菅安引F的結杓、法律形式以及合菅安排中釣定的条款、其他相美事実和情

況等因素,将合菅安‖卜分力共同径菅和合菅企立。

未通道単独主体迷成的合菅安排 ,支J分力共同径菅;通道単独主体送成的合菅安引F,通

常支J分力合菅企立 :但有碗音II据表明満足下列任一条件井且符合相美法律法規規定的合菅

安‖F支」分力共同径菅 :

(1) 合菅安排的法律形式表明,合菅方対核安排中的相美資声和負債分別享有杖利

和承担文努。

(2) 合菅安排的合同条款釣定,合菅方対該安排中的相美資声和負債分男J享有枚利

和承担文勢。

(3) 其他相美事実和情況表明,合菅方対核安排中的相美資声和負債分別享有枚利

和承担文努,如合菅方享有与合菅安排相美的几乎所有声出,井且核安‖F中負債的清僕持銭

依頼予合菅方的支持。

2.共同姪菅会汁処理方法

本公司碗決共同径菅中利益分額中与本公司相美的下列項目,井按照相美企並会it准只J

的規定逃行会it処理 :

(1) 碗汰単独所持有的資声,以及按其分額71n汰共同持有的資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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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晩汰単独所承担的負債,以及按其分額碗汰共同承担的負債 ;

(3) 碗汰出告其享有的共同径菅声出扮額所声生的収入 ;

(4) 按其分額碗汰共同径菅因出告声出所声生的牧入 ;

(5) 碗汰単独所友生的費用,以及按其分額碗汰共同径菅友生的費用。

本公司向共同径菅投出或出告資声等 (核資声杓成立勢的除外),在核資声等由共同径

菅出告給第二方之前,供碗決因核交易声生的損益中山属千共同径菅其他参与方的部分。投

出或出告的資声友生符合 《企並会汁准興J第 8号――資声減値》等規定的資声減値損失的 ,

本公司全額碗決核損失。

本公司自共同径菅殉叉資声等 (核資声杓成立努的除外),在格核資声等出告給第二方

之前,収碗汰因核交易声生的損益中月属千共同径菅其他参与方的部分。川入的資声友生符

合 《企立会it准只J第 8号一―資声減値》等規定的資声減値損失的,本公司按承担的分額碗

汰核部分損失。

本公司対共同径菅不享有共同控制,如果本公司享有該共同径首相美資声且承担該共同

径首相美負債的,例按上述原只!避行会汁処理,否只1,皮当按照相美企並会it准只J的規定避

行会it処理。

(七) 現金及現金等倫物的碗定林准

在編制現金流量表吋,格本公司庫存現金以及可以随吋用千支付的存款碗汰力現金。将

同吋具各期限短 (一般双殉采日起,三今月内到期 )、 流劫性張、易予特換力己知金額的現

金、徐値交劫凩陰彼小四今条件的投資,碗定力現金等介物。

(八) 外 FF立多和外市扱表折算

1.外市立努

外市立努交易在初始碗汰吋,采用交易友生日的即期江率作力折算江率折合成人民市氾

敗。

資声負債表日,外市貨市性項目按資声負債表日即期江率折算,由此声生的涯党差額 ,

除属子均殉建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相美的外FF寺 |]借款声生的江党差額按照借款費用資

本化的原只J処理外,均it入当期損益。以所史成本汁量的外市ヨト貨市性項目,側采用交易友

生日的即期江率折算,不改交其泥敗本位市金額。

以公允倫値汁量的外市♯貨市性瑛目,采用公允倫値碗定日的即期江率折算,由此声生

的ツE党差額作力公允徐値交劫損益it入当期損益。如属千可供出告外市ヨト貨市性項目的,形

成的7E党差額汁入其他繰合収益。

2.外市財努扱表的折算

資声負債表中的資声和負債項目,采用資声負債表日的即期江率折算;所有者収益項目

除 “未分配利洞"項 目外,其他項目采用友生吋的即期江率折算。利洞表中的収入和費用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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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采用交易友生日的即期江率折算。按照上述折算声生的外市財努扱表折算差額汁入其他

踪合収益。

処畳境外径菅吋,将資声負債表中其他繰合収益項目中列示的、均核境外径菅相美的外

市財努扱表折算差額,自 其他妹合収益項目特入処置当期損益;部分赴畳境外径菅的,按赴

畳的しヒ例i「算赴畳部分的外市財各扱表折算差額,橋入処畳当期損益。

(九)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資声、金融負債和収益工具。

1.金融工具的分癸

管理晨根据所友行金融工具的合同条款及其所反映的経済実反面♯伎以法律形式,結合

取得持有金融資声和承担金融負債的目的,将金融資声和金融負債分力不同癸別:以公允介

値汁量且其交功it入当期損益的金融資声 (或金融負債);持有至到期投資;皮牧款項;可

供出告金融資声:其他金融負債等。

2.金融工具的碗汰依据和汁量方法

(1) 以公允倫値汁量且其交功it入当期損益的金融資声 (金融負債 )

以公允介値汁量且其交功汁入当期損益的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 ,包括交易性金融資声或

金融負債和直接指定力以公允伶値汁量且其交劫汁入当期損益的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

交易性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是指満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 :

1)取得核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的目的是力了在短期内出告、回殉或敗回;

2)属千逃行集中管理的可排決金融工具姐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規iIE据 表明本公司近期

采用短期荻利方式対核姐合逃行管理 :

3)属予衛生金融工具,但是被指定力有敷套期工具的衛生工具、属千財努担保合同的

衛生工具、与在活妖市場中没有根倫且其公允伶値不能可集汁量的収益工具投資桂鈎井銀通

道交付該枚益工具結算的衛生工具除外。

只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オ可在初始汁量吋指定力以公允伶値it量

且其交功i「入損益的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 :

1)該項指定可以消除或明塁減少由予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的it量基硼不同所早致的相

美利得或損失在碗汰或汁量方面不一致的情況 ;

2)凩陰管理或投資策略的正式ギ面文件己裁明,核金融資声姐合、該金融負債狙合、

或核金融資声和金融負債狙合,以公允倫値力基硼逃行管理、坪伶井向美鍵管理人員報告 :

3)包合一項或多項嵌入衛生工具的混合工具,除ヨト嵌入衛生工具対混合工具的現金流

量没有重大改交,或所嵌入的衛生工具明昆不鹿当炊相美混合工具中分折 ;

4)包含需要分析但元法在取得吋或后銭的資声負債表日対其避行単独汁量的嵌入衛生

工具的混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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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対以公允扮値汁量且其交劫it入当期損益的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 ,在取得吋以公

允徐値 (十日除己宣告但尚未友放的現金股利或己到付息期但尚未飯取的債券利息)作力初始

碗汰金額,相美的交易費用it入当期損益。持有期同洛取得的利息或現金股利碗汰力投資牧

益,期末杵公允介値交功汁入当期損益。処畳吋,其公允介値与初始入敗金額之同的差額碗

汰力投資収益,同吋調整公允倫値交劫損益。

(2) 庄牧款項

本公司対外硝告商品或提供芳勢形成的皮牧債杖,以及公司持有的其他企立的不包括在

活厭市場上有報徐的債各工具的債杖,包括成牧敗款、其他皮牧款、皮牧票据、預付敗款等 ,

以向殉貨方座1文的合同或祢波扮款作力初始碗汰金額;具有融資性反的,按其現値逃行初始

碗決。

牧回或処畳吋,格取得的伶款与核座牧款項敗面扮値之同的差額汁入当期損益。

(3) 持有至到期投資

持有至到期投資是指到期日固定、回収金額固定或可碗定,且本公司有明碗意国和能力

持有至到期的♯衛生性金融資声。

本公司対持有至到期投資,在取得吋按公允徐値 (十日除己到付息期但尚未頷取的債券利

息)和相美交易費用之和作力初始碗汰金額。持有期同按照搾余成本和実際利率 (如実際利

率与票面利率差別校小的,可按票面利率)汁算碗汰利息牧入,汁入投資収益。実際利率在

取得吋碗定,在核預期存紋期同或迂用的更短期国内保持不交。楚畳吋,将所取得介款与核

投資敗面倫値之目的差額it入投資収益。

如果持有至到期投資赴畳或重分癸力其他癸金融資声的金額,相対千本公司全部持有至

到期投資在出告或重分癸前的恵額校大,在赴畳或重分癸后庇立即格其乗1余 的持有至到期投

資重分癸力可供出告金融資声;重分癸日,該投資的敗面伶値与其公允介値之同的差額it入

其他宗合収益,在核可供出告金融資声友生減値或終止碗汰吋橋出,汁入当期損益。但是 ,

遇到下列情況可以除外 :

1)出告日或重分癸日距高核項投資到期日或敗回日校近 (如到期前三今月内),且市場

利率変化対該項投資的公允介値没有塁著影噛。

2)根据合同釣定的僕付方式,企立己牧回几乎所有初始本金。

3)出告或重分癸是由予企立元法控制、預期不会重隻友生且准以合理預汁的独立事件

所引起。

(4) 可供出告金融資声

可供出告金融資声,是指初始碗汰吋即指定力可供出告的ヨト衛生金融資声,以及除其他

金融資声美男J以外的金融資声。

本公司対可供出告金融資声 ,在取得吋按公允伶値 (十日除己宣告但尚未友放的現金股利

或己到付息期但尚未頷取的債券利息)和相美交易費用之和作力初始碗汰金額。持有期同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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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利息或現金股利碗決力投資収益。可供出告金融資声的公允介値交劫形成的利得或損

失,除減値損失和外市貨市性金融資声形成的江党差額外,直接it入其他宗合1文益。処畳可

供出告金融資声吋,将取得的伶款均核金融資声敗面倫値之同的差額,汁入投資損益;同吋 ,

将原直接it入其他踪合収益的公允徐値交劫累汁額対皮処畳部分的金額橋出,汁入投資損益。

本公司対在活駄市場中没有根伶且其公允伶値不能可皐汁量的収益工具投資,以及与核

収益工具桂鈎井須通述交付該収益工具結算的衛生金融資声,按照成本汁量。

(5) 其他金融負債

按其公允介値和相美交易費用之和作力初始碗汰金額。采用搾余成本逃行后象it量 。

3,金融資声轄移的碗決依据和汁量方法

公司友生金融資声装移吋,如 己格金融資声所有枚上几乎所有的凩陰和扱酬特移給特入

方,只 J終止碗汰該金融資声;如保留了金融資声所有叔上几乎所有的凩陰和扱酬的,只J不終

止碗汰該金融資声。

在半J断金融資声斡移是否満足上述金融資声終止碗汰条件吋,采用実反重千形式的原只J。

公司洛金融資声橋移区分力金融資声整体特移和部分特移。金融資声整体特移満足終止碗汰

条件的,将下列両項金額的差額汁入当期損益 :

(1)所特移金融資声的敗面伶値 ;

(2)因鶉移而牧到的対倫,与原直接if入所有者収益的公允伶値交功累汁額 (渉及鶉

移的金融資声力可供出告金融資声的情形)之和。

金融資声部分特移満足婆止碗汰条件的,為所結移金融資声整体的敗面倫値,在冬止碗

汰部分和未終止碗汰部分之同,按照各自的相対公允倫値逃行分搾,井将下列両項金額的差

額it入当期損益 :

(1)冬止碗汰部分的敗面扮値 :

(2)終止碗汰部分的対伶,与原直接it入所有者収益的公允介値交功累汁額中対庄終

止碗汰部分的金額 (渉及鶉移的金融資声力可供出告金融資声的情形)之和。

金融資声結移不満足冬止71n汰条件的,継銭碗汰核金融資声,所牧到的対介碗汰カー項

金融負債。

4.金融負債終止碗決条件

金融負債的的現吋文努全部或部分己径解除的,只J終止碗汰核金融負債或其一部分;本

公司若与債杖人釜定跡波,以承担新金融負債方式替換現存金融負債,且新金融負債与現存

金融負債的合同条款実辰上不同的,只J終止碗汰現存金融負債,井同吋碗汰新金融負債。

対現存金融負債全部或部分合同条款作出実反性修改的,只J終止碗汰現存金融負債或其

一部分,同吋将修改条款后的金融負債碗汰カー項新金融資債。

金融負債全部或部分冬止碗汰吋,冬止碗汰的金融負債敗面伶値与支付対伶 (包括結出

的ヨト現金資声或承担的新金融負債)と同的差額,汁入当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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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若回殉部分金融負債的,在回殉日按照墾鉄碗汰部分均終止碗汰部分的相薄公允

介値,格核金融負債整体的敗面徐値逃行分配。分配給終止碗汰部分的敗面扮値与支付的対

介 (包括特出的ヨト現金資声或承担的新金融負債)之同的差額,it入 当期損益。

5。 金融資声和金融負債公允倫値的碗定方法

本公司采用公允倫値汁量的金融資声和金融負債存在活妖市場的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 ,

以活妖市場的根倫碗定其公允倫値;不存在活妖市場的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采用借値技木

(包括参考熟悉情況井自原交易的各方最近逃行的市場交易中使用的倫格、参照実灰上相同

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伶値、現金流量折現法和期枚定介模型等)碗定其公允伶値;初

始取得或衛生的金融資声或承担的金融負債,以市場交易介格作力碗定其公允介値的基砧。

6。 金融資声 (不含度牧款項)減値准各汁提

資声負債表日対以公允倫値it量且其交功it入当期損益的金融資声以外的金融資声的

敗面伶値逃行栓査,如有客現ilI据 表明核金融資声友生減値的,it提減値准各。

金融資声友生減値的客況iI据 ,包括但不限予 :

(1) 友行方或債努人友生晋重財努困難 ;

(2) 債努人達反了合同条款,如僕付利息或本金友生達釣或逸期等 ;

(3) 債杖人出千経済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慮 ,対友生財努困難的債努人作出性歩 ;

(4) 債勢人彼可能倒閉或逃行其他財努重姐 ;

(5) 因友行方友生重大財勢困荘,核金融資声元法在活朕市場継鉄交易 ;

(6) 元法耕汰一狙金融資声中的某項資声的現金流量是否己径減少,但根据公升的

数据対其選行恵体坪伶后友現 ,該姐金融資声自初始碗汰以来的預it未来現金流量碗己減少

且可汁量,如核姐金融資声的債勢人支付能力逐歩悪化,或債雰人所在国家或地区失並率提

高、担保物在其所在地区的倫格明呈下降、所赴行立不景気等 ;

(7) 収益工具友行方径菅所処的技木、市場、経済或法律不境等友生重大不利変化 ,

使杖益工具投資人可能元法牧回投資成本 ;

(8) 枚益工具投資的公允伶値友生晋重或ヨト暫吋性下秩 ;

金融資声的具体減値方法如下 :

(1)可供出告金融資声的減値准各

本公司千資声負債表日対各坂可供出告金融資声采用今男J決定的方式坪倍減値損失,其

中:表明可供出告収益工具投資友生減値的客肌II据包括枚益工具投資的公允伶値友生晋重

或ヨト暫吋性下跳,具体量化林准力:若核収益工具投資千資声負債表日的公允介値低千其成

本超道 50%(含 50%)或低予其成本持鉄吋同超道 12今月 (含 12今月)的 ,只J表明其友生

減値。

可供出告金融資声友生減値吋,即使核金融資声没有終止碗汰,本公司将原直接汁入其

他鰊合収益的因公允倫値下降形成的累it損失双其他練合収益結出,it入当期損益。核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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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汁損失,等千可供出告金融資声的初始取得成本拍除己牧回本金和己搾余金額、当前公

允倫値和原己it入損益的減値損失后的余額。

対予己碗汰減値損失的可供出告債努工具,在随后的会汁期同公允介値己上升且客肌上

与碗汰原減値損失后友生的事項有美的,原碗汰的減値損失予以橋回汁入当期損益;対予可

供出告枚益工具投資友生的減値損失,在核収益工具扮値回升吋通述収益橋回;但在活妖市

場中没有報介且其公允倫値不能可皐it量的枚益工具投資,或与核収益工具桂鈎井須通辻交

付咳杖益工具結算的街生金融資声友生的減値損失,不得橋回。

(2)持有至到期投資的減値准各

対子持有至到期投資,有客況IIF_据表明其友生了減値的,根据其敗面倫値葛預it未来現

金流量現値之同差額汁算碗汰減値損失;it提后如有iI据表明其介値己恢夏,原碗汰的減値

損失可予以特回,記入当期損益,但核特回的敗面倫値不超辻俄定不it提減値准各情況下該

金融資声在終回日的搾余成本。

7。 金融資声及金融負債的抵備

金融資声和金融負債在資声負債表内分男J列示,没有相互抵硝。但是,同吋満足下列条

件的,以相互抵硝后的浄額在資声負債表内列示 :

(1)本公司具有抵硝己碗汰金額的法定枚利,且核Tll法定枚利是当前可執行的 :

(2)本公司it支J以浄額結算,或同吋交現該金融資声和清僕核金融負債。

(十) 庇牧款項

1.単項金額重大井単項汁提杯敗准各的庇 ll■款項

単坂金額重大井単項汁提不敗准各的皮牧款項的碗汰林准:100万元以上。

単瑛金額重大的庇牧款項杯敗准各的if提方法:単独逃行減値沢1拭 ,按預汁未来現金流

量現値低千其敗面扮値的差額it提杯敗准各,it入当期損益。単独沢1拭未友生減値的庄牧款

項,特其月入相庄狙合汁提堺敗准各。

2.接姐合汁提杯敗准各度 ll■款項

(1)信用凩陰特征須合的碗定依据

対千単項金額不重大的庇牧款項,与径単独淑1拭后未減値的単項金額重大的座牧款項一

起按信用凩陰特征支J分力若干姐合 ,根据以前年度与之具有癸似信用凩陰特征的庇牧款項姐

合的実際損失率力基硼,結合現吋情況碗定庇汁提的不敗准各。

碗定狙合的依据 :

碗定狙合的依据

狙合 l :          熾 膨 松 本 」

_2■ 合 2           1
按敗齢分析法it提琢敗准各的庄牧款項

内部及美咲方庇牧款項

按狙合it提邦敗准各的汁提方法 (敗齢分析法、余額百分しヒ法、其他方法 )

狙合 1           1             敗齢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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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合 2 1 除有碗定依据表明元法牧回全額it提堺敗准各外,不碗汰塚敗准各

(2)根据信用凩陰特征須合碗定的汁提方法

①采用敗齢分析法汁提杯敗准各的:

敗齢 皮牧敗款it提じヒ例 (%) : 其他庄牧款it提しヒタ1(%)

1年 以内 (合 1年 ) 0.5 0.5

1-2年                i        lo     :         10
2-3年                :        20     1        20

3-4年              :       30    :       30
4-5年                :        50     :        50

5年 以上              : 100 100

②采用其他方法it提杯敗准各的:

狙合名称 方法悦明

狙合 1内 部及夫朕方庇牧款項

3.単頑金額員不重大但単項汁提杯敗准各的庇ll■款項

除有碗定依据表明元法1文 回全額it提杯敗准各外,不
碗汰杯敗准各

単項it提杯敗准各的理由 渉及塀i/Ak或対庇牧款項金額存在争波的庇牧款項

:単独逃行減値淑1拭 ,如果客規iIE据表明其友生了減値的 ,

不敗准各的it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現金流量低千其敗面倫値的差額碗汰減値損失

(十一)存貨

1。 存貨的分英

存貨分癸力:庫存商品、友出商品、低値易耗品、己完工未結算工程等。

存貨在取得吋,按成本逃行初始it量 ,友出吋按加枚平均法il‐徐。

2.存貨可交現浄値的碗定依据及存貨欧伶准各的汁提方法

期末対存貨遊行全面清査后,按存貨的成本均可交現浄値執低提取或調整存貨秩伶准各。

声成品、庫存商品和用干出告的材料等直接用予出告的商品存貨,在正常生声径菅述程中,

以核存貨的倍il告伶減去倍it的硝告費用和相美税費后的金額,碗定其可交現浄値:需要径

辻加工的材料存貨,在正常生声径菅述程中,以所生声的声成品的倍it告介減去至完工吋借

if将要友生的成本、倍it的硝告費用和相美税費后的金額,碗定其可交現浄値:力執行硝告

合同或者芳勢合同而持有的存貨,其可交現浄値以合同介格力基硼汁算,若持有存貨的数量

多千硝告合同汀賄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貨的可交現浄値以一般硝告伶格力基硼it算 。

期末按照単今存貨瑛目it提存貨鉄倫准各:但対予数量繁多、単伶校低的存貨,按照存

貨美別it提存貨鉄伶准各:与在同一地区生声和硝告的声品系列相美、具有相同或癸似最冬

用途或目的,且雅以ち其他項目分升it量的存貨,只J合井汁提存貨鉄伶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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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減泥存貨徐値的影噛因素己径消失的,減泥的金額予以恢隻,井在原己it提 的存貨

鉄介准各金額内橋回,積回的金額it入当期損益。

3.存貨的盤存制度

采用永銭盆存制 。

4.低値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推備方法

低値易耗品采用一次結梢法

(十二)剣 分力持有待告資声

1.剣分力持有待告碗決林准

本公司将同吋満足下列条件的企立姐成部分(或♯流功資声 )碗汰力持有待告姐成部分 :

(1)核狙成部分必須在其当前状況下収根据出告此癸姐成部分的慣常条款即可立即出

告 ;

(2)企立己径就処畳核須成部分作出決波,如按規定需得到股末批准的,己径取得股

木大会或相座枚力机杓的批准 :

(3)企立己径与受il方釜iT了 不可撤硝的橋址祢波 ;

(4)咳項鶉性格在一年内完成。

2.tll分力持有待告核算方法

本公司対干持有待告的固定資声,調整核項固定資声的預it浄残値,使核固定資声的預

it浄残値反映其公允伶値減去処畳費用后的金額 ,但不超道符合持有待告条件吋該項固定資

声的原敗面倫値,原敗面倫値高千調整后預it浄残値的差額,座作力資声城値損失汁入当期

損益。持有待告的固定資声不汁提折旧或搾梢,按照敗面伶値均公允倫値減去処畳費用后的

浄額執低逃行汁量。

符合持有待告条件的収益性投資、元形資声等其他♯流功資声 ,しヒ照上述原只J処理,但

不包括遊延所得税資声、《企並会汁准只J第 22号一―金融工具碗汰和汁量》規疱的金融資声、

以公允伶値it量的投資性房地声和生物資声、保陰合同中声生的合同枚利。

(十三)K期 股枚投資

1.投資成本的碗定

(1)企立合井形成的掟期股枚投資,具体会汁政策洋兄本附注四 /(四 )同一控制下

和ヨト同一控制下企立合井的会it処理方法

(2)其他方式取得的K期股枚投資

以支付現金方式取得的長期股杖投資,按照実隊支付的賄采徐款作力初始投資成本。初

始投資成本包括ち取得掟期股枚投資直接相美的費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以友行収益性II券取得的長期股枚投資,按照友行収益性iI券的公允介値作力初始投資

成本:友行或取得自身杖益工具吋友生的交易費用,可宜接月属予枚益性交易的双収益中オ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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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在♯貨市性資声交換具各商並実反和換入資声或換出資声的公允倫値能鯵可皐it量 的

前提下,♯貨市性資声交換換入的長期股枚投資以換出資声的公允伶値力基拙碗定其初始投

資成本,除♯有碗当II据表明換入資声的公允扮値更加可皐;不満足上述前提的♯貨市性資

声交換,以換出資声的敗面介値和庄支付的相美税費作力換入長期股枚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

通辻債勢重狙取得的憔期股枚投資,其初始投資成本按照公允扮値力基拙碗定。

2.后鉄汁量及損益碗汰

(1)成本法

本公司能修対被投資単位実施控制的掟期股杖投資采用成本法核算,井按照初始投資成

本it扮 ,追加或牧回投資凋整長期股枚投資的成本。

除取得投資吋実際支付的伶款或対伶中包合的己宣告但尚未友放的現金股利或利洞外 ,

本公司按照享有被投資単位宣告分派的現金股利或利潤碗汰力当期投資収益。

(2)枚益法

本公司対咲菅企並和合菅企並的長期股枚投資采用枚益法核算:対千其中一部分通述凩

陰投資机杓、共同基金、信托公司或包括投達隆基金在内的癸似主体同接持有的咲菅企立的

収益性投資,采用公允伶値汁量且其交劫汁入損益。

長期股杖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大子投資吋庇享有被投資単位可排汰浄資声公允伶値分

額的差額,不調整長期股枚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初始投資成本小千投資吋皮享有被投資単

位可排汰浄資声公允伶値分額的差額,it入当期損益。

本公司取得長期股枚投資后 ,按照座享有或庇分担的被投資単位実現的浄損益和其他踪

合収益的分額,分男J碗汰投資収益和其他宗合収益,同吋調整K期股叔投資的敗面伶値:井

按照被投資単位宣告分派的利洞或現金股利汁算庇享有的部分,相庇減少長期股枚投資的敗

面伶値;対千被投資単位除浄損益、其他宗合牧益和利洞分配以外所有者収益的其他交劫 ,

調整K期股枚投資的敗面扮値井汁入所有者収益。

本公司在碗汰庇享有被投資単位浄損益的分額吋,以取得投資吋被投資単位各項可誹汰

資声等的公允伶値力基硼 ,対被投資単位的浄利洞逃行調整后碗汰。本公司均咲菅企立、合

菅企並之同友生的未実現内部交易損益按照庇享有的しヒ例汁算月属千本公司的部分予以抵

消,在此基硼上碗汰投資損益。

本公司碗扶泣分担被投資単位友生的言損吋,按照以下順序逃行処理:首先,沖減長期

股枚投資的敗面伶値。其次,長期股枚投資的敗面介値不足以沖減的,以其他実反上杓成対

被投資単位浄投資的憔期枚益敗面倫値力限継察碗汰投資損失,沖減K期成牧項目等的敗面

介値。最后,姿道上述処理,按照投資合同或切波豹定企立傷承担額外文勢的,按預汁承担

的文努碗汰預it負債,汁入当期投資損失。

被投資単位以后期同実現盈利的,公司在拍除未碗決的号損分担額后,按均上述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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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処理,減氾己碗汰預it負債的敗面余額、恢隻其他実反上杓成対被投資単位浄投資的長

期収益及長期股枚投資的敗面伶値后,恢隻碗汰投資収益。

3.K期股杖投資核算方法的終換

(1) 公允徐値it量橋枚益法核算

本公司原持有的対被投資単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噛的按金融工具碗汰和it

量准只J逃行会汁処理的杖益性投資,因追加投資等原因能鯵対被投資単位施加重大影噛或実

施共同控制但不杓成控制的,按照 《企立会it准只J第 22号――金融工具碗汰和it量》碗定

的原持有的股枚投資的公允伶値加上新増投資成本之和 ,作力改按収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資成

本。

原持有的股枚投資分癸力可供出告金融資声的,其公允介値与敗面伶値之同的差額,以

及原it入其他繰合収益的累II― 公允介値交功韓入改按収益法核算的当期損益。

按枚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資成本小千按照追加投資后全新的持股♭ヒ例il算碗定的庇享有

被投資単位在追加投資日可排汰浄資声公允伶値扮額之同的差額,調整長期股枚投資的敗面

介値,井it入当期菅並外牧入。

(2) 公允徐値汁量或杖益法核算特成本法核算

本公司原持有的対被投資単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噛的按金融工具碗汰和it

量准只J逆行会if処理的枚益性投資,或原持有対咲菅企並、合菅企並的長期股枚投資,因追

加投資等原因能修対1卜 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資単位実施控制的,在編制今別財各扱表吋,按照

原持有的股叔投資敗面介値加上新増投資成本之和,作力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資成本。

殉叉日之前持有的股叔投資因采用収益法核算而碗汰的其他妹合収益,在処畳核項投資

吋采用均被投資単位直接処畳相美資声或負債相同的基硼逃行会it処理。

殉要日之前持有的股枚投資按照 《企立会it准只J第 22号――金融工具碗汰和it量》的

有美規定避行会it処理的,原it入其他繰合牧益的累it公允伶値交功在改按成本法核算吋橋

入当期損益。

(3) 枚益法核算鶉公允伶値it量

本公司因処畳部分股枚投資等原因喪失了対被投資単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噛的,処畳

后的乗1余股枚改按 《企並会it准只J第 22号一―金融工具碗汰和汁量》核算,其在喪失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噛之日的公允倫値与敗面介値之目的差額if入 当期損益。

原股枚投資因采用収益法核算而碗汰的其他繰合収益 ,在冬止采用収益法核算吋采用与

被投資単位直接赴畳相美資声或負債相同的基砧逆行会汁処理。

(4) 成本法鶉枚益法

本公司因処畳部分収益性投資等原因喪失了対被投資単位的控制的,在編制今男帆 努報

表吋,赴畳后的剰余股枚能鯵対被投資単位実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噛的,改按収益法核

算,井対核剰余股枚祝同自取得吋即采用枚益法核算逃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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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本法鶉公允倫値it量

本公司因処置部分枚益性投資等原因喪失了対被投資単位的控制的,在編制今男帆 勢根

表吋,赴畳后的乗1余股枚不能対被投資単位実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噛的,改按 《企並会

it准スJ第 22号―一金融工具碗決和汁量》的有美規定避行会汁処理,其在喪失控制之日的

公允介値ち敗面伶値同的差額汁入当期損益。

4.K期股枚投資的処畳

処畳K期股枚投資,其敗面伶値均実隊取得伶款之同的差額,庇当汁入当期損益。采用

収益法核算的長期股枚投資,在処畳核項投資吋,采用ち被投資単位宜接赴畳相美資声或負

債相同的基拙,按相度比例対原it入其他妹合収益的部分逃行会it処理。

赴畳対子公司股枚投資的各項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径済影噛符合以下一神或多lll情況 ,

将多次交易事項作カー抗子交易逃行会汁処理・

(1) 逮些交易是同吋或者在考慮了彼此影噛的情況下汀立的 ;

(2) 逮些交易整体オ能迷成一項完整的商立結果 :

(3) 一項交易的友生取決千其他至少一項交易的友生 ;

(4) 一項交易単独看是不径済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井考慮吋是経済的。

因赴畳部分股枚投資或其他原因喪失了対原有子公司控制枚的,不属干一抗子交易的 ,

区分今男J財努報表和合井財勢扱表選行相美会it処理 :

(1)在今別財努扱表中,対干処置的股叔,其敗面伶値均実際取得扮款之同的差額汁

入当期損益。処畳后的剰余股枚能修対被投資単位実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噛的,改按枚

益法核算,井対核乗1余股枚祝同自取得吋即采用収益法核算逃行調整;赴畳后的乗1余股枚不

能対被投資単位実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噛的,改按 《企立会it准只J第 22号―一金融工

具碗汰和汁量》的有美規定逃行会it処理,其在喪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伶値与敗面介値同的差

額it入当期損益。

(2)在合井財雰扱表中,対千在喪失対子公司控制枚以前的各項交易,赴畳伶款与赴

畳長期股杖投資相座対享有子公司自殉叉日或合井日升始持鉄it算 的浄資声扮額之同的差

額,調整資本公釈 (股本溢伶),資本公釈不足沖減的,調整留存収益;在喪失対子公司控

制枚吋,対千乗l余股枚,按照其在喪失控制枚日的公允扮値逆行重新it量。赴畳股枚取得的

対伶均剰余股枚公允伶値之和 ,減去按原持股しヒ例汁算庇享有原有子公司自殉采日升始持象

汁算的浄資声的扮額之同的差額,it入喪失控制枚当期的投資収益,同吋沖減商誉。与原有

子公司股枚投資相美的其他宗合収益等,在喪失控制杖吋緒力当期投資収益。

処畳対子公司股枚投資宜至喪失控制杖的各項交易属千一挑子交易的,将各項交易作力

一項楚畳子公司股枚投資井喪失控制枚的交易逃行会it処理 ,区分企別財努扱表和合井財努

扱表逃行相美会汁処理 :

(1)在今別財努扱表中,在喪失控制枚之前毎一次処畳伶款与処畳的股枚対皮的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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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枚投資敗面倫値之同的差額,碗汰力其他繰合収益,在喪失控制枚吋一井結入喪失控制枚

当期的損益。

(2)在合井財雰扱表中,在喪失控制杖之前毎一次処置伶款均処置投資対庇的享有咳

子公司浄資声分額的差額,碗汰力其他鰊合収益,在喪失控制枚吋一井結入喪失控制叔当期

的損益。

5。 共同控制、重大影噛的判断林准

如果本公司按照相美豹定ち其他参均方集体控制某項安引F,井且対核安排回根具有重大

影噛的活劫決策,需要径辻分享控制枚的参葛方一致同意吋オ存在 ,只J祝力本公司均其他参

均方共同控制某項安排,核安引F即 属千合菅安排。

合菅安劇F通述単独主体迷成的,根据相美豹定芽1断本公司対核単独主体的浄資声享有叔

利吋,将核単独主体作力合菅企立,采用叔益法核算。若根据相美釣定半J断本公司井ヨF対該

単独主体的浄資声享有杖利吋,該単独主体作力共同径菅,本公司碗汰均共同径菅利益分額

相美的項目,井按照相美企並会汁准只J的規定i■行会汁処理。

重大影噛,是指投資方対被投資単位的財努和径菅政策有参与決策的枚力,但井不能修

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逮些政策的制定。本公司通道以下一神或多神情形,井家合

考慮所有事実和情況后 ,半J断対被投資単位具有重大影噛。(1)在被投資単位的董事会或美

似杖力机杓中派有代表;(2)参有被投資単位財努和径菅政策制定道程:(3)与被投資単位

之同友生重要交易;(4)向被投資単位派出管理人員;(5)向被投資単位提供美鍵技木資料。

(十四)投 資性房地声

投資性房地声是指力嫌取租金或資本増値,或両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声,包括己出租的

土地使用枚、持有井准各増値后籍辻的土地使用枚、己出租的建筑物。

本公司的投資性房地声按其成本作力入敗徐値,外的投資性房地声的成本包括賄叉倫款、

相美税費和可宣接月属千核資声的其他支出;自行建造投資性房地声的成本,由建造核項資

声送到預定可使用状恣前所友生的必要支出杓成。

本公司対投資性房地声采用成本模式i■行后銭it量。対按照成本模式汁量的投資性房地

声一出租用建筑物采用与本公司固定資声相同的折旧政策,出租用土地使用枚按島元形資声

相同的搾消政策執行。

投資性房地声的用途改交力自用吋,自改交之日起,本公司杵核投資性房地声結換力固

定資声或元形資声。自用房地声的用途改交力嫌取租金或資本増値吋,自改交之日起,本公

司杵固定資声或元形資声鶉換力投資性房地声。友生特換吋,以鶉換前的敗面伶値作力鶉換

后的入敗伶値。

当投資性房地声被姓畳,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預it不能双其処置中取得径済利益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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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碗汰核項投資性房地声。投資性房地声出告、結il_、 報慶或毀損的処置1文入拍除其敗面扮

値和相美税費后的金額it入当期損益。

(十五)固 定資声

1.固定資声碗汰条件

固定資声指力生声商品、提供芳雰、出租或径菅管理而持有,井且使用寿命超述一介会

十年度的有形資声。固定資声在同吋満足下列条件吋予以碗汰 :

(1)与該固定資声有美的径済利益彼可能流入企並 ;

(2)該固定資声的成本能修可皐地i「量。

2.固定資声初始汁量

本公司固定資声按成本逃行初始it量 。其中,外殉的固定資声的成本包括叉徐、逃口美

税等相美税費,以及力使固定資声迷到預定可使用状恣前所友生的可直接月属千核資声的其

他支出。自行建造固定資声的成本,由建造核項資声込到預定可使用状恣前所友生的必要支

出杓成。投資者投入的固定資声,按投資合同或協波豹定的徐値作力入敗伶値,但合同或祢

波釣定伶値不公允的按公允倫値入敗。殉采固定資声的倫款超述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実

反上具有融資性反的,固定資声的成本以殉叉介款的現値力基砧碗定。実隊支付的伶款与殉

叉介款的現値之同的差額,除庇予資本化的以外,在信用期国内it入当期損益。

3.固定資声后鉄汁量及処畳

(1) 固定資声折旧

固定資声折旧按其入敗倫値減去預it浄残値后在預it使用寿命内汁提。対it提 了減値准

各的固定資声 ,スJ在未来期同按拍除減値准各后的敗面介値及依据尚可使用年限碗定折旧額。

本公司根据固定資声的性反和使用情況,碗定固定資声的使用寿命和預it浄残値。井在

年度終了,対固定資声的使用寿命、預汁浄残値和折旧方法逃行隻核,如ち原先借十数存在

差昇的,逃行相皮的調整。

各癸固定資声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

折旧年限 (年 ) 残値率 (%) i年折旧率 (%)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5    :  3.17

込輸没各       :  年限平均法   :   4 5        :     23.75
…           :           :         :

屯子没各及其他 年限平均法

(2) 固定資声的后銭支出

与固定資声有美的后銭支出,符合固定資声碗汰条件的,汁入固定資声成本:不符合固

定資声碗汰条件的,在友生吋it入当期損益。

(3) 固定資声楚畳

当固定資声被赴置、或者預期通辻使用或処畳不能声生経済利益吋,終止碗汰核固定資

声。固定資声出告、橋辻、報慶或毀損的処畳収入拍除其敗面扮値和相夫税費后的金額it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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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損益。

4.融資租入固定資声的決定依据、汁徐和折旧方法

当本公司租入的固定資声符合下列一項或数項林准吋,碗汰力融資租入固定資声 :

(1)在租賃期届満吋,租賃資声的所有枚結移給本公司。

(2)本公司有殉采租賃資声的逸拝枚,所汀立的殉采倫款預it杵逃低千行使逸拝枚吋

租賃資声的公允扮値,因而在租賃升始日就可以合理碗定本公司将会行使逮神逃祥枚。

(3)即使資声的所有枚不橋移,但租賃期占租賃資声使用寿命的大部分。

(4)本公司在租賃升始日的最低租賃付款額現値,几乎相当千租賃升始日租賃資声公

允倫値。

(5)租賃資声性反特殊,如果不作校大改造,只有本公司オ能使用。

融資租賃租入的固定資声,按租賃升始日租賃資声公允伶値与最低租賃付款額的現値両

者中校低者,作力入敗倫値。最低租賃付款額作力換期皮付款的入敗介値,其差額作力未碗

汰融資費用。在租賃淡半J和釜汀租賃合同道程中友生的,可月属千租賃項目的手数費、律師

費、差旅費、印花税等初始直接費用,it入租入資声伶値。未碗汰融資費用在租賃期内各今

期同采用実際利率法遊行分搾。

本公司采用与自有固定資声相一致的折旧政策汁提融資租入固定資声折旧。能鯵合理碗

定租賃期届満吋取得租賃資声所有枚的,在租賃資声使用寿命内汁提折旧。元法合理碗定租

賃期届満吋能修取得租賃資声所有枚的,在租賃期与租賃資声使用寿命両者中校短的期国内

it提折旧。

(十六)在 建工程

1.在建工程的癸別

本公司自行建造的在建工程按実際成本it伶 ,実際成本由建造核項資声送到預定可使用

状恣前所友生的必要支出杓成,包括工程用物資成本、人工成本、交納的相美税費、座予資

本化的借款費用以及成分搾的同接費用等。本公司的在建工程以項目分癸核算。

2。 在建工程結轄力固定資声的林准和吋点

在建工程項目按建造核項資声迷到預定可使用状恣前所友生的全部支出,作力固定資声

的入敗扮値。所建造的固定資声在建工程己迷到預定可使用状恣,但尚未亦理竣工決算的 ,

自送到預定可使用状恣之日起,根据工程預算、造伶或者工程実体成本等,按倍汁的介値結

入固定資声,井按本公司固定資声折旧政策it提 固定資声的折旧,待亦理竣工決算后,再按

実際成本調整原来的暫倍徐値,但不調整原己it提的折旧額。

(十七)借 款費用

1.借款費用資本化的碗汰原員1

公司友生的借款費用,可直接月属子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的殉建或者生声的,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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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化条件的情況下升始資本化,if入相美資声成本;其他借款費用,在友生吋根据其友生

額碗汰力費用,it入当期損益。

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 ,是指需要径述相当憔吋同的賄建或者生声活功オ能迷到預定可

使用或者可硝告状恣的固定資声、投資性房地声和存貨等資声。

借款費用同吋満足下列条件吋升始資本化 :

(1)資声支出己径友生,資声支出包括力殉建或者生声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而以支

付現金、橋移4F現金資声或者承担帯息債努形式友生的支出 ;

(2)借款費用己径友生 ;

(3)力使資声送到預定可使用或者可硝告状恣所必要的賄建或者生声活動己径升始。

2.借款費用資本化期同

資本化期同,指双借款費用升始資本化吋点到停止資本化吋点的期同,借款費用暫停資

本化的期同不包括在内。

当殉建或者生声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迷到預定可使用或者可鋼告状恣吋,借款費用停

止資本化。

当殉建或者生声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中部分項目分男J完工且可単独使用吋,該部分資

声借款費用停止資本化。

殉建或者生声的資声的各部分分lll完工 ,但必須等到整体完工后オ可使用或可対外硝告

的,在核資声整体完工吋停止借款費用資本化。

3.哲停資本化期同

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在賄建或生声述程中友生的J卜正常中断、且中断吋同達箋超道 3

今月的,ス1借款費用哲停資本化:該項中断如是所殉建或生声的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迷到

預定可使用状恣或者可硝告状恣必要的程序 ,只J借款費用継鉄資本化。在中断期同友生的借

款費用71n汰力当期損益,宣至資声的殉建或者生声活劫重新升始后借款費用継象資本化。

4.借款費用資本化金額的汁算方法

寺|]借款的利息費用 (十日除尚未劫用的借款資金存入銀行取得的利息牧入或者逃行暫吋

性投資取得的投資収益 )及其補助費用在所殉建或者生声的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込到預定

可使用或者可硝告状恣前,予以資本化。

根据累it資声支出超道寺|]借款部分的資声支出毎月月末加枚平均数乗以所占用一般

借款的資本化率,it算碗定一般借款庇予資本化的利息金額。資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叔平

均利率if算碗定。

借款存在折扮或者溢倫的,按照実際利率法碗定毎一会汁期同庇搾硝的折介或者溢倫金

額,調整毎期利息金額。

(十八)元 形資声与牙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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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形資声的初始汁量

外的元形資声的成本,包括殉興介款、相美税費以及直接月属千使該項資声迭到預定用

途所友生的其他支出。助采元形資声的倫款超述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実反上具有融資性

反的,元形資声的成本以殉采倫款的現値力基砧碗定。

債雰重狙取得債努人用以抵債的元形資声 ,以該元形資声的公允伶値力基拙71n定 其入敗

倫値,井杵重狙債努的敗面倫値ち核用以抵債的元形資声公允扮値之同的差額,汁入当期損

益。

在ヨト貨市性資声交換具各商並実反且換入資声或換出資声的公允伶値能鯵可皐汁量的

前提下,♯貨市性資声交換換入的元形資声以換出資声的公允倫値力基硼碗定其入敗介値 ,

除♯有碗当IIE据表明換入資声的公允伶値更加可皐;不満足上述前提的ヨト貨市性資声交換 ,

以換出資声的敗面伶値和鹿支付的相美税費作力換入元形資声的成本,不碗汰損益。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並吸収合井方式取得的元形資声按被合井方的敗面倫値碗定其入敗

伶値;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並吸収合井方式取得的元形資声按公允伶値碗定其入敗介値。

内部自行升友的元形資声,其成本包括:牙友核元形資声吋耗用的材料、芳勢成本、注

肝費、在牙友述程中使用的其他寺利枚和特4枚的搾硝以及満足資本化条件的利息費用,以

及力使核元形資声迷到預定用途前所友生的其他直接費用。

2.元形資声的后銭汁量

本公司在取得元形資声吋分析半J断其使用寿命 ,丸J分力使用寿命有限和使用寿命不碗定

的元形資声。

(1) 使用寿命有限的元形資声

対千使用寿命有限的元形資声,在力企並帯来経済利益的期限内按宜銭法搾硝。毎期末 ,

対使用寿命有限的元形資声的使用寿命及搾鋼方法逃行夏核,如―b‐ 原先倍汁数存在差昇的 ,

選行相庄的調整。

径隻核,本期期末元形資声的使用寿命及搾硝方法均以前倍汁未有不同。

(2) 使用寿命不碗定的元形資声

元法預兄元形資声力企並帯来経済利益期限的,祝力使用寿命不碗定的元形資声。対千

使用寿命不碗定的元形資声,在持有期同内不搾硝,毎期末対元形資声的寿命逃行隻核。如

果期末重新隻核后働力不碗定的,在毎今会汁期同墾鋲逃行減値淑1拭 。

裁至資声負債表日,本公司没有使用寿命不碗定的元形資声。

3.tlJ分公司内部研九牙友項目的研究隣段和汗友隣段具体林准

研究除段:力荻取井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木知沢等而逃行的独CJ性的有汁尤J調査、研究活

動的隣段。

升友隣段:在逃行商並性生声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惧成用千某項il‐支J或没汁 ,

以生声出新的或具有実反性改逃的材料、装置、声品等活動的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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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研究升友項目研究隣段的支出,在友生吋it入当期損益。

4。 汗友隣段支出符合資本化的具体林准

内部研究升友項目升友除段的支出,同吋満足下列条件吋碗汰力元形資声 :

(1)完成核元形資声以使其能鯵使用或出告在技木上具有可行性 ;

(2)具有完成核元形資声井使用或出告的意圏;

(3)元形資声声生径済利益的方式,包括能鯵II明込用核元形資声生声的声品存在市

場或元形資声自身存在市場,元形資声格在内部使用的,能鯵iI明其有用性 ;

(4)有足鯵的技木、財勢資源和其他資源支持,以完成核元形資声的升友,井有能力

使用或出告核元形資声 :

(5)月属千核元形資声升友隣段的支出能修可皐地汁量。

不満足上述条件的汗友隣段的支出,千友生吋it入当期損益。以前期同己it入損益的牙

友支出不在以后期同重新碗汰力資声。己資本化的升友除段的支出在資声負債表上列示力升

友支出,自 核項目迷到預定用途之日起鶉力元形資声。

(十九)K期 資声減値

本公司在資声負債表日半J断長期資声是否存在可能友生減値的述象。如果長期資声存在

減値述象的,以単項資声力基拙倍it其可牧回金額:荘以対単項資声的可1文 回金額逃行倍it

的,以核資声所属的資声姐力基石出碗定資声姐的可収回金額。

資声可牧回金額的倍汁 ,根据其公允介値減去処畳費用后的浄額与資声預汁未来現金流

量的現値丙者之同校高者碗定。

可牧回金額的汁量結果表明,検期資声的可牧回金額低千其敗面伶値的,格掟期資声的

敗面介値減氾至可牧回金額,城泥的金額碗汰力資声減値損失,it入当期損益,同吋it提相

庄的資声減値准各。資声減値損失一変碗汰,在 以后会it期 同不得橋回。

資声減値損失碗汰后,減値資声的折旧或者搾消費用在未来期同作相庇調整,以使咳資

声在剰余使用寿命内,系銃地分搾調整后的資声敗面伶値 (オロ除預汁浄残値 )。

因企立合井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碗定的元形資声,元沿是否存在減値述象,毎年

都逃行城値沢J拭 。

商誉結合与其相美的資声姐或者資声狙狙合i■行減値沢1拭 。在対包含商誉的相美資声姐

或者資声狙須合逃行減値測拭吋,如与商誉相美的資声姐或者資声狙姐合存在減値述象的 ,

先対不包含商誉的資声姐或者資声姐狙合逃行減値淑1拭 ,汁算可牧回金額,井句相美敗面倫

値相比較,碗汰相鹿的減値損失。再対包含商誉的資声姐或者資声姐狙合逃行減値沢l拭 ,じヒ

較逮些相美資声狙或者資声狙狙合的敗面伶値 (包括所分搾的商誉的敗面倫値部分)与其可

牧回金額,如相美資声狙或者資声姐狙合的可牧回金額低予其敗面徐値的,碗汰商誉的減値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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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K期 待雄費用

K期待搾費用,是指本公司己径友生但皮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負担的分搾期限在 1年以上

的各項費用。長期待搾費用在受益期内按直接法分期搾硝。

(二十一) 取工薪酬

取工薪酬,是指本公司力荻得取工提供的服努或解除芳功美系而給予的各神形式的根酬

或ネト僕。取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高取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長期取工福利。

1.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是指本公司在取工提供相美服努的年度報告期同結東后十二今月内需要全部

予以支付的取工薪酬,高取后福利和辞退福利除外。本公司在取工提供服外的会it期同,

将庇付的短期薪酬碗汰力負債,井根据駅工提供服努的受益対象汁入相美資声成本和費用。

2.高取后福利

高取后福利是指本公司力荻得取工提供的服努而在取工退休或与企立解除芳功美系后 ,

提供的各神形式的報酬和福利,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高取后福利汁支J分癸力没定提

存汁支J和没定受益汁丸J。

高駅后福利没定提存汁剣主要力参加由各地方劫及社会保障机杓姐駅実施的社会基本

弄老保陰、失並保陰等;在取工力本公司提供服各的会汁期向,将根据没定提存it支Jit算

的庇数存金額碗汰力負債,井it入当期損益或相美資声成本。

本公司按照国家規定的林准定期数付上述款項后,不再有其他的支付文雰。

3.辞退福利

辞退福利是指本公司在取工芳劫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駅工的労功美系,或者力鼓励取

工自原接受裁減而給予取工的ネト僕,在友生当期汁入当期損益。

4.其他長期取工福利

其他掟期駅工福利是指除短期薪酬、高取后福利、辞退福利之外的其他所有取工福利。

対符合没定提存汁刻条件的其他掟期取工福利,在取工力本公司提供服努的会汁期同,

杵座激存金額碗汰力負債,井汁入当期損益或相美資声成本。

(二十二) 預汁負債

1.預汁負債的碗汰林准

均或有事項相美的文勢同吋満足下列条件吋,本公司碗汰力預it負債 :

核文勢是本公司承担的現吋文努 :

履行核文各彼可能早致経済利益流出本公司:

咳文努的金額能修可皐地汁量。

2.預汁負債的汁量方法

本公司預it負債按履行相美現吋文努所需的支出的最佳倍汁数逃行初始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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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碗定最佳借it数吋,家合考慮均或有事項有美的凩陰、不碗定性和貨市吋同扮

値等因素。対子貨市吋同介値影噛重大的,通述対相美未来現金流出逃行折現后碗定最佳倍

it数 。

最佳倍汁数分男J以下情況処理 :

所需支出存在一企ilt象 疱日 (或区同),且核疱国内各神結果友生的可能性相同的,只 J

最佳倍it数按照核疱目的中同値即上下限金額的平均数碗定。

所需支出不存在一介連袋疱曰 (或 区同),或量然存在一今連鉄疱日但核疱国内各紳結

果友生的可能性不相同的,如或有事項渉及単今項目的,只J最佳借it数按照最可能友生金額

碗定;如或有事項渉及多介項目的,只J最佳倍it数按各紳可能結果及相美概率汁算碗定。

本公司清僕預it負債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預期由第二方ネト僕的,ネト僕金額在基本碗定能

じ牧到吋,作力資声単独碗決,碗汰的ネト僕金額不超道預汁負債的敗面介値。

(二十三) 股分支付

1.股分支付的紳癸

本公司的股分支付分力以枚益結算的股分支付和以現金結算的股分支付。

2.枚益工具公允俳値的碗定方法

対千授予的存在活妖市場的期枚等収益工具,按照活妖市場中的扱伶碗定其公允扮値。

対千授予的不存在活妖市場的期叔等叔益工具,采用期枚定倫模型等碗定其公允伶値,逸用

的期杖定伶模型考慮以下因素:(1)期枚的行枚倫格;(2)期枚的有数期;(3)林的股扮的

現行伶格;(4)股伶預汁波劫率:(5)股分的預it股利;(6)期枚有数期内的元凩陰利率。

在碗定収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倫値吋,考慮股分支付柳波規定的可行枚条件中的市場条

件和4F可行枚条件的影噛。股分支付存在♯可行叔条件的,只要駅工或其他方満足了所有可

行枚条件中的ヨト市場条件 (如服努期限等),即碗汰己得到服各相対立的成本費用。

3.統定可行枚枚益工具最佳倍汁的依据

等待期内毎今資声負債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杖取工人数交劫等后象信息作出最佳

倍it,修正預it可行杖的枚益工具数量。在可行叔日,最終預it可行枚収益工具的数量均実

際可行枚数量一致。

4.実施、修政、終止股分支付汁剣的相美会汁処理

以枚益結算的股分支付,按授予取工収益工具的公允徐値汁量。授予后立即可行枚的 ,

在授予日按照杖益工具的公允伶値汁入相美成本或費用,相庇増加資本公秋。在完成等待期

内的服勢或送到規定立象条件オ可行枚的,在等待期内的毎今資声負債表日,以対可行枚枚

益工具数量的最佳倍it力基FIL,按照枚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倫値,将当期取得的服努it入相

美成本或費用和資本公秋。在可行枚日之后不再対己碗汰的相美成本或費用和所有者収益恵

額遊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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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金結算的股扮支付 ,按照本公司承担的以股分或其他枚益工具力基硼計算碗定的負

債的公允伶値it量 。授予后立即可行枚的,在授予日以本公司承担負債的公允倫値汁入相美

成本或費用,相皮増加負債。在完成等待期内的服雰或込到規定立象条件以后オ可行枚的以

現金結算的股扮支付 ,在等待期内的毎企資声負債表日,以対可行枚情況的最佳倍汁力基砧 ,

按照本公司承担負債的公允倫値金額,杵当期取得的服分汁入成本或費用和相皮的負債。在

相美負債結算前的毎企資声負債表日以及結算日,対負債的公允倫値重新汁量,其交功汁入

当期損益。

5。 対子存在修政条款和条件的情況的,本期的修政情況及相美会汁処理

若在等待期内取消了授予的収益工具,本公司対取消所授予的収益性工具作力加速行枚

処理,洛剰余等待期内皮碗汰的金額立即汁入当期損益,同吋碗汰資本公秋。取工或其他方

能修逸拝満足ヨト可行杖条件但在等待期内未満足的,本公司特其作力授予枚益工具的取消処

理。

(二十四) 伐先股、永鉄債等其他金融工具

本公司按照金融工具准只J的規定,根据所友行仇先股、永象債等金融工具的合同条款及

其所反映的経済実反而♯収以法律形式,結合金融負債和叔益工具的定文,在初始碗汰吋杵

該金融工具或其姐成部分分癸力金融負債或収益工具 :

1.符合下列条件之―,特友行的金融工具分癸力金融負債 :

(1)向其他方交付現金或其他金融資声的合同文努 ;

(2)在潜在不利条件下,均其他方交換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的合同文努 ;

(3)将来須用或可用企並自身収益工具逃行結算的♯衛生工具合同,且企立根据核合

同将交付可変数量的自身枚益工具 ;

(4)将来須用或可用企立自身枚益工具選行結算的衛生工具合同,但以固定数量的自

身収益工具交換固定金額的現金或其他金融資声的衛生工具合同除外。

2.同吋満足下列条件的,格友行的金融工具分楽力枚益工具 8

(1)核金融工具不包括交付現金或其他金融資声給其他方,或在潜在不利条件下―b~其

他方交換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的合同文勢 :

(3)将来須用或可用企立自身収益工具結算該金融工具的,如核金融工具カヨト衛生工

具,不包括交付可変数量的自身収益工具逃行結算的合同文勢:如力衛生工具,企並只能通

辻以固定数量的自身収益工具交換固定金額的現金或其他金融資声結算咳金融工具。

3.会汁処理方法

対千月癸力枚益工具的金融工具,其利息支出或股利分配都度当作力友行企立的利洞分

配,其回賄、注硝等作力収益的交功処理,手数費、佃金等交易費用双収益中抑除 ;

対子月癸力金融負債的金融工具,其利息支出或股利分配原只J上按照借款費用遊行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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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回殉或敗回声生的利得或損失等it入当期損益,手数費、佃金等交易費用it入所友行工具

的初始it量金額。

(二十五) ll■入

1.備告商品牧入碗決吋同的具体判断林准

公司己将商品所有枚上的主要凩陰和報酬特移給殉叉方;公司既没有保留均所有枚相朕

系的継鉄管理杖,也没有対己告出的商品実施有数控制;収入的金額能鯵可皐地it量 ;相美

的径済利益彼可能流入企並:相美的己友生或杵友生的成本能鯵可皐地汁量吋,碗汰商品硝

告収入実現。

2.碗汰辻渡資声使用枚 ll■入的依据

与交易相美的径済利益彼可能流入企立,収入的金額能鯵可皐地it量吋,分別下列情況

碗定性渡資声使用枚収入金額 :

(1)利息収入金額,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並貨市資金的吋同和実体利率汁算碗定。

(2)使用費牧入金額,按照有美合同或切波豹定的牧費吋同和方法it算碗定。

3.接完工百分比法碗汰建造合同牧入吋,碗定合同完工逃度的依据和方法

在資声負債表日提供芳努交易的結果能じ可皐倍it的 ,采用完工百分しヒ法碗汰建造合同

収入。建造合同的完工逃度,依据己径友生的成本占預算恵成本的しヒ例碗定。

按照己牧或庇牧的合同或跡波倫款碗定建造合同牧入恵額,但 己牧或庄1文的合同或協洪

介款不公允的除外。資声負債表日接照建造合同収入恵額乗以完工逃度IE除 以前会it期 同累

汁己碗汰建造合同収入后的金額,71n決 当期建造合同牧入;同吋,按照建造合同預算恵成本

乗以完工逃度拍除以前会it期 同累汁己碗汰芳雰成本后的金額,結結当期芳努成本。

在資声負債表日提供労勢交易結果不能じ可皐倍汁的,分別下列情況処理 :

(1)己径友生的建造合同成本預汁能鯵得到ネト僕的,按照己径友生的建造合同成本金

額碗汰建造合同収入,井按相同金額結結建造合同成本。

(2)己姪友生的建造合同成本預汁不能修得到ネト僕的,将己径友生的建造合同成本汁

入当期損益,不碗汰建造合同牧入。

4.碗汰集修芳努牧入的依据

在資声負債表日提供芳雰交易的結果能修可皐倍if的 ,井且在同一年度内升始井完成 ,

芳勢己径提供井牧到倫款或取得牧到伶款的依据吋碗汰芳努収入的実現。

(二十六) 政府ネト助

1.英型

政府ネト助,是本公司双政府元僕取得的貨市性資声与♯貨FF性資声,但不包括政府作力

第 78頁 ,共 108頁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報告

企並所有者投入的資本。根据相美政府文件規定的ネト助対象,格政府ネト助尤J分力与資声相美

的政府ネト助和与収益相美的政府ネト助。

与資声相美的政府ネト助,是指本公司取得的、用千殉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長期資声的政

府ネト助。与収益相美的政府ネト助,是指除与資声相美的政府ネト助之外的政府ネト助。

2.政府ネト助的碗決

対期末有IIE据表明公司能鯵符合財政扶持政策規定的相美条件且預it能鯵1文到財政扶

持資金的,按座1文金額碗汰政府ネト助。除此之外,政府ネト助均在実際牧到吋碗汰。

政府ネト助力貨市性資声的,按照牧到或皮牧的金額汁量。政府ネト助カヨト貨市性資声的 ,

按照公允徐値it量 ;公允伶値不能修可皐取得的,按照名叉金額 (人民市 1元 )it量 。按照

名文金額it量 的政府ネト助,直接汁入当期損益。

3。 会汁処理方法

与資声相美的政府ネト助,碗汰力逃延ll■益,按照所建造或殉叉的資声使用年限分期汁入

菅立外収入 ;

与収益相美的政府ネト助,用千ネト僕企並以后期同的相美費用或損失的,碗汰力通延収益 ,

在碗汰相美費用的期同汁入当期菅並外ll■入;用千ネト僕企並己友生的相美費用或損失的,取

得吋直接it入当期菅並外牧入。

己碗汰的政府ネト助需要返逐吋,存在相美速延収益余額的,沖減相美違延収益敗面余額 ,

超出部分it入当期損益:不存在相美遠延収益的,直接it入当期損益。

(二十七) 通延所得税資声和逃延所得税負債

逃延所得税資声和逃延所得税負債根据資声和負債的汁税基砧与其敗面介値的差額 (暫

吋性差昇)it算碗汰。千資声負債表日,通延所得税資声和通延所得税負債,按照預期牧回

核資声或清僕該負債期目的遣用税率it量 。

1.碗汰逃延所得税資声的依据

本公司以彼可能取得用来抵拍可抵拍哲吋性差昇、能修結橋以后年度的可抵拍号損和税

款抵減的庇幼税所得額力限,碗汰由可抵拍暫吋性差昇声生的逃延所得税資声。但是,同吋

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資声或負債的初始碗汰所声生的通延所得税資声不予碗汰:(1)咳

交易不是企立合井;(2)交易友生吋既不影噛会汁利洞也不影噛庇幼税所得額或可抵lD号損。

対千与朕菅企立投資相美的可抵拍暫吋性差昇,同吋満足下列条件的,碗汰相庇的遠延

所得税資声:哲吋性差昇在可預兄的未来彼可能特回,且未来彼可能荻得用来抵如可抵拍暫

吋性差昇的皮幼税所得額。

2.碗汰通延所得税負債的依据

公司格当期ち以前期同庇交未交的庇幼税哲吋性差昇碗汰力通延所得税負債。但不包括 :

(1)商誉的初始碗汰所形成的哲吋性差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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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ヨト企並合井形成的交易或事項,且核交易或事項友生吋既不影噛会it利潤,也不

影的座納税所得額 (或可抵拍号損)所形成的哲吋性差昇 :

(3)対子与子公司、咲菅企並投資相美的皮納税暫吋性差昇,核哲吋性差昇積回的吋

同能鯵控制井且核暫吋性差昇在可預兄的未来彼可能不会特回。

3.同吋満足下列条件吋,特逃延所得税資声及通延所得税負債以抵備后的浄額列示

(1)企並捐有以浄額結算当期所得税資声及当期所得税負債的法定板利 ;

(2)逃延所得税資声和違延所得税負債是―b~同一税牧征管部|]対同一納税主体征牧的

所得税相美或者対不同的幼税主体相美,但在未来毎一具有重要性的遠延所得税資声和逃延

所得税負債終回的期国内,渉及的納税主体体意圏以浄額結算当期所得税資声及当期所得税

負債或是同吋取得資声、清僕債勢。

(二十八) 租賃

如果租賃条款在実反上洛与租賃資声所有杖有美的全部凩陰和報酬斡移給承租人,該租

賃力融資租賃,其他租賃只J力径菅租賃。

1.姪菅租賃会汁処理

(1)公司租入資声所支付的租賃費,在不抑除免租期的整今租賃期内,按宣銭法避行

分搾,it入当期費用。公司支付的与租賃交易相美的初始直接費用,汁入当期費用。

資声出租方承担了庇由公司承担的与租賃相美的費用吋,公司杵核部分費用双租金恵額

中拍除,按拍除后的租金費用在租賃期内分搾,it入当期費用。

(2)公司出租資声所牧取的租賃費,在不拍除免租期的整今租賃期内,按宜銭法逃行

分搾,碗汰力租賃牧入。公司支付的与租賃交易相美的初始直接費用,it入当期費用:如金

額校大的,只J予以資本化,在整今租賃期国内按照与租賃牧入碗汰相同的基拙分期汁入当期

収益。

公司承担了皮由承租方承担的与租賃相美的費用吋,公司将該部分費用双租金収入恵額

中オロ除,按lD除后的租金費用在租賃期内分配。

2.融資租賃会汁処理

(1)融資租入資声:公司在承租升始日,将租賃資声公允介値均最低租賃付款額現値

両者中校低者作力租入資声的入敗倫値,格最低租賃付款額作力機期鹿付款的入敗伶値,其

差額作力未碗汰的融資費用。

公司采用実際利率法対未碗扶的融資費用,在資声租賃期国内雄硝,if入財勢費用。

(2)融資租出資声:公司在租賃升始日,将鹿牧融資租賃款,未担保余値之和与其現

値的差額碗汰力未実現融資収益,在将来牧到租金的各期同内碗決力租賃1文入,公司友生的

均出租交易相美的初始直接費用,it入庇牧融資租賃款的初始汁量中,井減少租賃期内碗汰

的収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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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重要会汁政策、会汁借汁的変更

1.会汁政策交更

財政部予 2014年修汀和新頒布了《企立会it准只J第 2号―掟期股枚投資》等八項企

立会it准只1,除 《企並会汁准只J第 37号―金融工具列報》双 2014年度及以后期同実施

外,其他准只J炊 2014年 7月 1日 起在執行企並会it准只J的企並実施。本公司根据准只J

規定重新厘定了相美会it政策。本次会it政策変更未対 2014年度し腋 財努扱表声生影

口向。

2.会汁倍汁変更

本報告期主要会itttit未友生変更。

2014

税項

本公司主要税紳和税率

汁税依据

按税法規定it算的鎖告貨物和成税芳努1文入力基砧it算

:硝項税額,在す口除当期允4抵オロ的逃項税額后,差額部

:分力庇交増値税

:按庄税菅立収入it征

企立所得税 按皮納税所得額if征

六、  合井財勢扱表主要項目注経

(以下金額単位若未特別注明者均力人民市元 )

注経1.貨市資金

期末余額

五、

(一 )

増値税

17%,6%

3%,5%

税率

25%

17%

(二)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主要税紳和税率

庫存現金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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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期末余額

其中:存放在境外的款項恵額  :               :

期初余額

7,208,436.18

7,244,690.94

裁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因反押受限制的貨市資金明劉如下 :

期末余額項  目

161,450.00:銀行承見江票保iIE金

信用江保iI金

550,376.00 :履釣保II金

用干担保的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

711,826.00合 汁

注祥2.度牧票据

1.度牧票据的分癸

銀行承見江票

商立承党江票

期末余額     :    期初余額

1,600,000.001      1,438,000.00

1,371,38431:

1,438,000.00

2.期末公司己反押的庇牧票据

期末己反押金額

銀行承党江票 1,000,00o.00

商立承鬼江票

1,000,000.00

3.庇 ll■票据其他悦明

本報告期座牧票据中元持本公司 5%以上 (含 5%)表決枚股分的股木単位欠款。

注群3。 庇llA敗款

1。 庇ll■敗款分英技露

期末余額

神美 :    敗面余額

~ :‐ ‐  ‐  ~~  ~   ~~ ‐   ‐   _  1

‐:-1.4墜準隼  :敗 耐値
:   金額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独汁 :

些烈Ψi 拿雪 1提
剛 ぬ … 閾瞑

提不敗准各的度 1欠敗款  :
按信用凩陰特征姐合it

提杯敗准各的庄岐敗款
38,464,703.36 i36,051,690.58

単項金額量不重大但単

独汁提不敗准各的庇 1文

2,413,0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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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期末余額

しヒ例 (%)

1年 以内

i 38,464,703.36

内蒙古松江房地声有限公司   i

中国神学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包 :

期初余額

敗面倫値

4.91: 27, 499,865.27

1,420,771.11 27,499,865.27

2,413,012.78 1 28,920,636.38 :    100.00 1,420,771.11

独it提不敗准各的庄牧

敗款

峰I141蠣ItttIIII五産霧 II彙鷲●IIネ藍II

28,920,636.38

♯美咲方

:              :

靡な事II I ttI
12年

1年 以内

姐合中,按敗齢分析法it提堺敗准各的庄牧敗款

2.接欠款方月集的期末余額前五名度牧敗款

共煤化工分公司

第 83頁 ,共 108頁

2,008,231.45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年度報告

単位名称 萄本公司美系  :   敗面余額
:占度牧敗款期末

: 余額的比例 (%)~       ‐
        :                 =                 ,

雪]菫][炉留

内蒙古有限公

:ャ 蓄 1:■ 1:争 鷲 T:l'`空
:               :

合キト      :          :   H,226,605.49三
3.本報告期元報告期前己全額汁提杯敗准各,或汁提減値准各的比例校大,但在本

報告期又全額llA回或終回,或在本報告期牧回或終回比例校大的庇ll■敗款情況。

4。 本報告期元共隊核備的庇牧敗款情況。

5。 本報告期度ll■敗款中元持本公司 5%以上 (含 5%)表決枚股分的股末単位欠款 .

注澤4.預付款項

1.預付款項按敗蛉列示

期末余額      :      期初余額
敗齢     :           :     :           =

1年 以内

386,354.34 0.88

695,821.77:  14.61

4,762,636.16:  100.00

132,588.40 :      2.46 :

2.接預付対象lH集的期末余額前五名的預付款情況

天津防火除料

「
合汁

6.45: 2014年 貨物未到貨

3,050,337.87

3.預付款項的其他悦明

本報告期元預付持本公司 5%以上 (含 5%)表決杖股扮的股木単位款項。

注澤5。 其他庫ll■款

1.其他庇牧款分楽披露

:琳 金額
1占雉 λ ;額 :預

付
贅TTi¨ 査す:晏軍 _

単位名称

:    22.32: 2014年  1  貨物未到貨: 1,200,155.1,: _¨ … …
:

江亦山力漆並有限公司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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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美
敗面余額

:        :

:比例 (%)::   金額   :比 例 (9

球蕪涯各苗真植虚仮款  :        :

合汁 4,961,357.29

鎌層聴ミ籍舗
糖
:IttI発 i;よ :;

…
革坂釜板菖不萱大直革独:        :   ~単項金額量不重大但単独 :        :   ~:

婁
提杯敗准各的其他皮牧

i 
颯 ∞Q∞

:Q":

2014

166,624.67

166,624.67

期初余額

敗面倫値

2,710,580.82

39,505 94

2-3年

3-4年 35,718.82

4-5年 20,000.00

5年以上  :  5,000.00
合it  i4,951,357.29

:霊lttlttiII輩11まII:l〕塞1110.61!  6,000.00

0,72:  10,715.65

0.40:  10,000.00

010,   5,000.00

100.00 :    166,624.67

20,000.00

5,000.00

2,845,698 69

2,750,086.76

6,000.00

5,000.00

135,117.87

0.18

100.00

期末余額

Jllさ郵≫‖I薫聟囁蘇II響

'II帯

11'I

９

“ 姐合中,采用其他方法it提琢敗准各的其他鹿牧款

2.本期汁提、牧回或轄回的杯敗准各情況

本報告期元報告期前己全額汁提沐敗准各,或it提減値准各的じヒ例校大,但在本報告期

其他庄牧款分癸的悦明:

(1) 狙合中,按敗蛉分析法汁提不敗准各的其他庇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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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全額牧回或結回,或在報告期牧回或終回しヒ例校大的其他鹿牧款情況。

3。 本報告期共隊核備的其他皮llA款

本報告期元実際核梢的其他皮牧款情況。

4.接欠款方月集的期末余額前五名的其他成牧款情況

集囲有限公司

本公司員工 : 工程各用金

2,213,023.54

5。 其他庫llA款其他悦明

本報告期其他庇牧款中持本公司 5%以上 (含 5%)

2014

内蒙古航天笙峡化工有 | 
♯美朕方  : 投林保江金 !  417,506.001-年 以内 :R日 八 ≡ 1         :麟司   1平 ,Tf:IFTII:ltWIWi「11li l雀

窪冒ざ
地声升友

i  ョト美咲方  : 投林保II金 :  300,0 00.001-年以内 !     6.05

5.16

44.61

注群7.固定資声原竹及累汁折旧

1.固定資声情況

項 目 i 期初余額

:8,846,454.52固定資声原伶合il

5,400,004.19

47,158,122.12i28,499,170.25

本期増加額

単位名称

注:莫勇蛉款項力預借各用金。

存貨

期末余額

_躊 鍛 _… :_珠塗准各 : 敗面倫値

合サト  :47,158,122.12

15,058.00:

15,058.001

期初余額

轟懸:I:赫薦 :…1:遍稲II

表決叔股扮的股末単位情況

if提杯敗金額

28,499,170.25

本期減少額 期末余額

8,106,121.52

期末敗面余額  l it提杯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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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3,745,865.73

3,402,401.28

166,996.17

176,468.28

仝千0平ら  _:l甲 l“a∞ :   路
“
Q讐

:¨
摯l■199:1翠

'flT
^  占 7｀ rLル               1 . ′_^ ^^. ^^ :                 ^^ ^_^
饉嬰 轟響型: …軍撃彙」郷ll3、 電子没各       11,459,284.33:         20,650.01

…
      :  :ま 蕊,艦発1、 房屋建筑物      13,595,119.65:―/‐AL¨   :Ⅲ…■・V・":     1..III1llli:[

2、 送輸工具       : 480,767.48:
………… ………… …

1■:II硼憂
2、 送輸工具       : 480,767.48:
3、 屯子没各       1 259,125.96:

四、固定資声減値准各累汁

金額合il

1、 房屋建筑物

2、 返輸工具

3、 屯子没各

五、固定資声敗面竹値合it:4,335,013.091

1、 房屋建筑物 Ⅲ
"ユ

Ha∞
:

2、 這輸工具

3、 屯子没各

2.期末元哲吋閑畳固定資声、元通辻融資租賃租入的固定資声、元持有待処豊的固

定資声。

注澤8。 通延所得税資声和通延所得税負債

1.己姪碗汰的逃延所得税資声

項 目

資声減値准各

内部交易未実現利潤

可抵オロ言損
…

 …  1

386,563.33:642,500.4 642,500.46: 386,563.33

2.本報告期元碗汰的逃延所得税負債.

注経9.資声減値准各

i        l   本期減少額   :
期初余額  : 本期増加額  : 11   1      : 期末余額

:       |        :  特回  :  特梢  |

480,767.48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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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ネスに准各

存貨映伶准各

1,023,748.47

注経10。  短期借款

1.短期借款分癸

項  目      :     期末余額      :     期初余額

反押借款          :

短期借款分癸的悦明 :

2013年 4月 16日 公司 LJr内 蒙古銀行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支行釜iT以房声IIE号 力呼房

叔IIE新城区字第 2004001936号和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11134925号両赴房声作力抵押荻得

最高額度力 350万元的内呼成 (最抵)字 【2013】 14号最高額抵押合同。

2014年 4月 29日 公司与内蒙古銀行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支行笠iT以房声iI号力呼房

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16号 、呼房枚iI国 民区字第 2007005817号 、呼房枚江国民区字第

2007005825号 、呼房杖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6号 、呼房枚iI国 民区字第 2007005827号 、

呼房杖II国 民区字第 2007005828号 、呼房杖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9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

字第 2007005830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43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44

号、呼房枚通回民区字第 20H109242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11109244号 、呼房叔iI回

民区字第 20H109245号 、呼房杖江国民区字第 20H l13259号 的 14楚商舗作力抵押,荻得

最高額度力 450万元的内呼成 (最抵)字 【2014】 第 03号最高額抵押合同。

2.元己途期未僕述的短期借款

抵押借款          1         4,500,000.00:         3,500,000.00

保iIE借款          i

信用借款          !

合it      i         4,500,000.00:         3,500,000.00

注粋11. 庫付票据

:   
本期減少額

・     : 期末余額1  期初余額  : 本期増加額
 : 荘菌  1  4t錨

:             1  2,579,637.45
°

                         748.47 :                         .   
…        _

:  1,555,888.98 1   1,023,                  _ 
・   __ ___

銀行承党江票 :        1,197,900.00

合洲
‐

:        1,197,900.00

商並承党江票

注澤12. 度付敗款

1.敗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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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 目      1      期末余額      i      期初余額

16,925,040.20:       13,766,869.111年以内

I-2+ | 4,481,590.99i 7,548,ss4.42

4,931,145,94

本報告期度付敗款中元欠持本公司 5%以上(合 5%)表決枚股分的股末単位款頑。

本報告期成付敗款中元欠美瑛方款項

敗蛉超辻一年的重要庄付敗款 3

注粋13. 預牧款頂

1.預牧敗款敗蛉情況

2-3年            :           27,507.00:               0

3年以上           : 0

24,907,135.34: 4,284,288.58

2.敗蛉超道一年的重要預牧款項:元

注澤14. 皮付取工薪酬

1.度付取工薪酬列示

本期減少  1  期末余額

4.

確[募11位骨会事1ザ1「i播bl・擁・ |]][予 :

江西三星気九消防安全股分有限 :

201,068.60:   1-2年    :  未到姑算期公司             :

t4 i 22,823,471.94 i 9,532,827.04

高取后福利―没定提存it剣

#iEiE-+|Jjiii

合‖     : 5,914,311.24: 26,441,987.741 22,823,471.941 9,532,82704

項

工資、実金、

期初余額 本期増加  1  本期減少 期末余額

5,914,311.24 25,562,011.09: 21,943,495.29

27,332,614.35

2.短期薪酬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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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工福利費 15,260.00 15,260.00

社会保隆費 274.495.41 274,495.41

其中:基本医庁保隆費 206,566.38 206,566.38

ネト充医庁保陰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扮有限公司

年度報告
2014

42,480.00 :

25,894,246.50 22,275,730.70 : 9,532,827.04

本期減少 期末余額

503,178.04

期末余額 期初余額

99,147.56

2,920,030.06

1,231,064.84 891,361.33

工傷保陰費

生育保陰費

工会径費和駅工教育経費

短期累釈帯薪鋏勤

短期利洞 (業金)分享it支J

其他短期薪酬

合  il

項  目

基本界老保陰

失並保陰費

注経15。 庇交税費

税費項目

増値税

音立税

5,914,311.24

3.没定提存汁tlJ列示

547,741.24

2,158,712.03

城市繊榜建没税 264,646.32 259,574.01

教育費附加 57,445.14 73,102.33

地方教育附加 69,105.80 75,683.69

其他 35,158.91 61,463.65

合it 3,992,225.37 4,382,345.73

↑人所得税

注粋16. 其他度付款

1.接敗蛉列示的其他庄付款

款項性反

2,879.461 1,983.10

期初余額

2,499,549.80

393,660.65

903,221.26

38,306.90

5,312,545.75

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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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年度報告

2。 本報告期其他度付款中元度付持本公司 5%以上

情況。

3.敗蛉超辻一年的重要其他庇付款3元

注粋17. 股本

期初数   :  本期増加 本期減少

3,828,000.00 1  lo5,000.00

3,259,500.00

2,493,000.00

:五 3五悦I諾
‐

:‐

10,935,960.35

2014

(合 5%)表決枚股分的股末単位

所占じヒ例

26.22%

21,73%

2,493,000.00 16.62%

期末余額

10,935,960.35

3,933,000.00

曹相如

王亜演

称波

同慧敏

1,177,500.00

1,150,500.00

856,500.00

244,500.00

IIIIII
ユ,1771,99:09}… 7:曼 0距

ユ′l191,99199:  7107距

856,500.001   5.71%

244,500.00 :        1.63%

李原欣 244,500.00 244,500.00 1        1.63%

賂尤 244,500.00 244,500.00 1        1.63%

弘建洋

師浩

220,500.00

159,000.00

_   279119■ 99i   _ 1117`

159.000 00 :        l o6%

李彬

王新民

文J志春

桂国文

147,000.00

99,000.00

99,000.00

99,000 0o

147,000.00

99,000.00

0.98%

0.66%

0.66%

0.66%

99,000.00

99,000.00

周建争 99.000.oo 99,000.oo 1        0.66%

李亜茶 99,000.00 99,000.oO 1        0.66%

曹雨蕊 97,500.00 97.500.00 i        o_65%

杜雨郷 72,000.00 72,000.00 :        o.48%

臭英 63,000.00 63.000.00 1        o_42%

王Rll 61,500.00 61,500.00 :       o.41%

弘雪峰 49,500.00 49,500.00 :        o_33%

隊雪峰 31,500.00 31,500.00 1        o.21%

李向南

召『国枚

合汁

55,500.001

49,500.00:

15,000,000.oO : 105,000.001

55,500.00

49,500.00

105,000.00

…
    ‐

 1  
‐

…
 …  

…

15,000,000.o0 1      l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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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扱告

資本公釈的悦明 :

2014年 7月 22日 ,股分公司召升含」立大会,同意由原有限公司全体股末作力股紛公司

友起人,以有限公司径申it的裁至 2014年 4月 30日 的浄資声値 25,935,960.35元 ,按

1.729:1的比例折合股扮 1500万股,浄資声余額人民市 10,935,960.35元 (其 中包括本期

股木以貨市資金出資畳換原実物出資的 296,167.70元 )汁入資本公釈。股扮公司股扮均カ

普通股,毎股面値人民市 1元,各友起人在股分公司的持股しヒ例按其在有限公司出資じヒ例碗

定。

注群 19. 盈余公釈

項  目

法定盈余公秋 394,718.02

任意盈余公釈

合  汁 394,718.02 1,676,818.16 394,718.02

盈余公秋悦明 :

盈余公秋減少情況洋兄注経 18.

注群20。  未分配利潤

資本公釈情況悦明。

金 額 提取或分配しヒ例

調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潤 9,973,164.571

凋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洞 9,973,164.57

加: 本期月属子母公司所有者的浄利潤 1     4,110,625.89

調整期初未分配利洞合it数 (凋増+,調減―)

減:提取法定盈余公秋          :

提取任意盈余公釈          三

394,718.02

提取儲各基金

提取企立友展基金

提取取工業福基金

庄付普通股股利

結力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仇先股股利

対股本的其他分配

利潤旧込投資

其他利洞分配

浄資声折股

其他

加:盈余公秋弥ネト号損

錆橋重新it量没定受益it剣浄負債或

期初余額   :  本期増加

1,676,818.16

1,676,8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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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扮有限公司

年度報告

2014

提取或分配しヒ例

浄資声所声生的交劫

期末未分配利洞

所有者枚益其他内部結橋

4,726,097.95:

未分配利潤的其他悦明

浄資声折股情況洋兄注経 18.資本公釈情況悦明。

注粋21. 菅立ll■入和菅立成本

1.菅立ll■入、菅立成本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項  日   :

鰭ム…
 :‐ :I瞥蘭Iぁ :

其他立分

79,116,469.41

2,538,820.42: 1,867,917.86 5,054,256.05 3,575,941.04

2.主菅立分 (分立分)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菅立成本   :  菅並牧入   1   菅並成本

3.主菅立分 (分地区)

声品名称

4.其他立努情況

声品名称

87,485,61559:  66,182,017.87: 97,244,770.12:  79,116,469.41

上期友生額

1,771,530.27:  4,898,970.43 3,460,817.28

96,387.59: 155,285.62

2,538,820.42 1,867,917.86 1     5,054,256.05 3,575,941.04

5。 公司前五名客声的菅並llA入情況

本期友生額
客戸名称

:    菅立1欠入   _: 幹 コ全部車業彙本的|`例

:     5,044,747.35:中国成送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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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年度報告

2014

内蒙古万銘実立 (集囲)有限責任公司 4,156,900.74: 4.62%

内蒙古自治区米安盟公安局

巴盟地税局

内蒙古蓬荷房地声升友有限公司    |

3,895,081.34: 4.33%

3.42%

3.27%

合汁        i 19,115,215,07 21.24%

注群22. 菅並税金及附加

菅立税

:     本期友生額     :     上期友生額

1      2,571,613.06:      2,737,678.94

217,221.06

地方教育費附加      :         61,594.68:
97,304.76

59,159.12

2,946,508.90 3,111,363.88

注澤23。 備告費用

城市鍵夕建没税      1         219,310.78:
教育費附加        1         93,990.38:

項  目      1     本期友生額     :
工資、実金、加班費等   i         578,209.00:エ ス  ヽ フヽコに  ヽ/JHりヽ ス 寸       :                    Э′0,測 ν.υ υ :

°
社会保陰福利費      :          89,032.36:社会保陰福利費      1          89,032.36:
汽卒費用

上期友生額

583,097.00

110,994.21

100,051.24: 161,952.93

亦公及通颯費

交通差旅費

並勢招待費

注群24. 管理費用

400,875.56

274,209.98

11,559.03

i 195,410. 85 ;

: 219,257. 42 i

i 39, 197.49 i

1,542,688,71

項  目     i 本期友生額     :
工資、実金、加班費等 4,985,702.45 :

社会保隆福利費

汽牟費用

固定資声折旧

1,104,309.46

728,928.36

598,384.39

167,685.61 : 170,245.17

1,154,219.45: 1,776,728.17

上期友生額

4,426,207.55

税金

亦公及通汎費

交通差旅費 781,562.55:

71,119.61:

8,780.00:

1,119,367.72

立努招待費 56,931 14

込余費

易耗品搾硝 340,787.20 :

申汁費 :      1,644,892.711

:         279,294.88:

15,755.00

234,534.00

6,000 0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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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伶有限公司

年度報告

2014

項  目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合it 11,515,696.98 10,399,751.96

注澤25。 財勢費用

美  男J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利息支出 300,634.67 : 174,766.68

減:利息1文入 30,588.58 : 58,004.37

其他

江党損益

注粋26. 資声減値損失

1,732.43i          2,895.00

271,778.52 119,657.31

項  目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杯敗損失

存貨践竹損失

注澤27. 投資llA益

1,023,748.461 374,484.48

1,023,748.46

美  別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子公司清算処畳股杖投資収益  : 209,503.30

209,503.30

注粋28. 菅立外牧入

項  目

11流劫資声赴畳利得合it

其中:固定資声処畳利得

元形資声処畳利得

債努重狙利得

ヨト貨市性資声交換利得

接受捐贈

政府ネト助

其他

本期友生額

286,557.67

286,557.67

本期友生額
it入本期♯経常性損

益的金額

注澤29. 菅立外支出

1卜流劫資声処畳損失合i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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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扮有限公司

年度報告

項  目

其中:固定資声赴畳損失

: 潮 姓 額 : 釧 姓 額
 1漱 喘 鬱

暇

:       

‐

    :            :  ^

元形資声姓畳損失

債努重狙損失

ヨト貨市性資声交換損失

対外捐贈 IIIIIIIIIIIIIIIIIII:
518.56 1

注澤30。   所得税費用

1.所得税費用表

按税法及相美規定汁算的当期所得
:

税              :

本期友生額     :

1,687,244.031

上期友生額

1,195,144.24

-92,218.18-255,937 12遡延所得税調整

1,431,306.91 :

2.会汁利潤与所得税費用調整述程

利洞忌額

按法定/適用税率if算 的所得税費用

子公司適用不同税率的影噛

調整以前期同所得税的影噛

♯度税収入的影的

不可抵オロ的成本、費用和損失影噛

使用前期未碗汰遠延所得税資声的可抵オロ号損的影噛

本期未碗汰遡延所得税資声的可抵オロ暫吋性差昇或可抵才口言損的影噛
:

1,102,926.06

本期友生額

5,491,027 93

1        1,372,75698

58,549.93

所得税費用 1,431,306.91

注澤31。  現金流量表附注

1.ll■到的其他与姪菅活動有美的現金

項 目 本期友生額 L期友生額

利息収入牧到的現金

与単位往来 1文到的現金 232,553.22

269,429.36

58,004.37

298,726.19

356,730.56

2.支付的其他与径菅活動有美的現金

上期友生額

5,330,919.60費用支付的現金

第 96頁 ,共 108頁

5,609,553.48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年度報告

2014

項 目

往来款               |

合汁        i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88,723.551 15,475.00

5,419,643.15, 5,625,028.48

3.ll■到的其他与簿資活動有美的現金

項 目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其他等資牧現 296,167.701

合it        i 296,167.70:

注澤32。  現金流量表ネト充資料

1.現金流量表ネト充資料

項  目

1、 将浄利洞凋市力経菅活動現金流量

浄禾J,岡

加:資声減値准各

固定資声折旧、油気資声折耗、生声性生物資声折旧

元形資声搾錯

憔期待雄費用搾錆

赴畳固定資声、元形資声和其他K期資声的損失

(収益以 “―"号填列 )

固定資声扱慶損失 (収益以 “―"号填列 )

公允4J●値交功損失 (収益以 “―"号填列 )

財努費用 (1文益以 “―"号填列)

投資損失 (収益以 “―"号填列 )

逓延所得税資声減少 (増加以 “―"号填列 )

遠延所得税負債増加 (減少以 “―"号填列 )

存貨的減少 (増加以 “―"号填列 )
-18,658,951.87

径菅性皮牧項目的減少 (増加以 “―"号填列 )
-13,557,217.73

径菅性庇付項目的増加 (減少以 “―"号填列 ) 25,400,675.54

其  他

径菅活功声生的現金流量浄額

2、 不渉及現金収支的重大投資和等資活劫

債努特力資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特換公司債券

減:現金的期初余額

-97,936.90

-92,218.18

-11,368,376.84

-9,831,613.72

9,388,468.31

7,244,690.94

12,096,837.98

趙 栞基夏1`i翌[ЪIIIIIIIIII三蘊 I:

加:現金等枡物的期末余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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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年度根告

2014

項  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金等倫物的期初余額

現金及現金等倫物浄増加額 -4,852,147.04

本年度浄利洞均径菅活劫現金浄流量差昇 5,580,734.63元 ,主要是本期按完工逃度碗

決収入,但客戸資金緊張抱欠工程款,公司庇牧款増加:同吋公司殉采商品、接受芳勢、支

付駅工工資、数幼各項税費及貸款利息的皮付項目量有増長,但校庇牧項目増掟校小,1文款

与付款増K幅度不同早致公司浄利洞与径菅活功現金浄流量小予実際実現的浄利潤。

2。 本期 ll■到的処畳子公司的現金浄額

項  目 本期金額

本期姓畳子公司千本期収到的現金或現金等枡物 180,000.00

其中:呼和浩特市亨利建筑芳分有限責任公司 180,000.00

減:喪失控制枚日子公司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介物

加:以前期同姓畳子公司千本期牧到的現金或現金等伶物

赴畳子公司1欠到的現金浄額 180,000.00

3。 現金和現金等竹物的杓成

一　

一
　

¨

，

，

一

‐

一

　

一

一　

　

一　

　

¨

■

-317,379.51

姪菅活動浄流量的其他悦明:

項  目 期末余額 :   期初余額

6,927,311.43:   7,244,690.94

65,138.43 36,254.76

6,862,173.00
7,208,436.18

一、現金

其中:庫存現金

可随吋用千支付的銀行存款

可随吋用千支付的其他貨市資金

可用予支付的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存放同立款項

折放同並款項

二、現金等枡物

其中:三今月内到期的債券投資

三、期末現金及現金等枡物余額 6,927,31143:   7,244,690.94

其中:母 公司或集囲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現金及現金等

倫物

七、  合井疱目的変更

本期本公司千 2014年 5月 14日股木会決波,対本公司投資 18万元占60%股分的子公

司呼和浩特市亨利建筑芳努有限責任公司逃行清算井注硝,1文回投資本金 18万元。

人、  在其他主体中的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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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紛有限公司

年度報告

在子公司中的枚益

1.企立集囲的杓成

主要径菅地 : 注冊地
: 持股しヒ例 (%)

:  _,ェ   i  、_

: 宜接 : 同接

1,006,708.38

2014

単位 :万元

子公司名称
勢

願

立

性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  :
司

子公司名称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

防水工程建

没、材料錯僧

少数股木持 :本期月属千少数 :本期向少数股木 1期末累it少数股
股じヒ例 (%): 股木損益  : 支付股利

40%    :     50,904.87 :

2.重要的♯全資子公司 (子公司少数股末持有的枚益対企立集囲重要吋這用)

3.重要♯全資子公司的主要財分信息

期末余額

期初余額

ヨト流劫負債 : 負債合it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

司

‐

         |

521.641  20.00

子公司名称
流劫資声 :ヨト流劫資声 茶菅1:1'輩うま:Ⅲ:肇

277.24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子公司名称

内蒙古美 日建材有限

公司

九、  美朕方及美朕交易

(一) 本企立的控股股末情況

控股股京姓名  : 美朕美系 :控股股木対本公司的持股しヒ例 (%)i 
控股股木対本公司的表決枚しヒ例

(%)
:            :                             l                    …

股木  :

IIンIII「ザ1lIIII■ittIIIIIIfi-i*---*---^-*-
alz :,8 irKr6 ! ffi6 i ro. oz i 16.62il

T fr,'/,e i 'r.!u.i* i nff6 : 7.67i 7.67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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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股木同一致行劫人跡波,股末莫勇蛉、白編準、張涛、

劫人。

(二) 本公司的子公司情況洋兄附注八在子公司中的枚益

(三) 本公司的合菅和瑛菅企立情況

元

(四) 美咲方交易

1.存在控制美系且己納入本公司合井財勢扱表薄目的子公司 ,

公司交易己作抵備。

2.賄興商品、接受芳分的美咲交易

元

3.備告商品、提供芳努的美咲交易

元

2014

王亜演、7/1ヽ 波カー致行

其相互同交易及母子

4.美咲担保情況

2013年 4月 6日 ,公司萄内蒙古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支行釜汀了

編号力 “内呼成 (流 )字 【2013】 第 01号 "的 《流劫資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額 350万元 ,

借款期限2013年 5月 8日 至 2014年 5月 7日 ,放款吋同力 2013年 5月 21日 。借款年利率

力 8.4%。 核宅借款主要用千ネト充流功資金。核宅借款由莫勇蛉提供連帯責任保iI。 同吋 ,

公司以房声II号力呼房枚iIE新 城区字第 2004001996号和呼房叔II国 民区字第 201H34925

号両処房声作力抵押。核宅借款己予 2014年 5月 20日逐清。

2014年 3月 20日 ,公司与共並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釜汀了編号力 “共恨呼

(2014)2011融恵字第 16号 "的 《融資恵合同》,根据合同豹定公司在 2014年 3月 20日

至 2015年 3月 19日 期同,融資本金余額的最高限額力人民市萱仔万元整。公司以房声IIE号

力呼房板iI新城区字第2004001996号和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H134925号両楚房声作力抵

押。同吋,由莫勇蛉、未雨洋提供連帯責任保II。 裁止 2014年 12月 31日 ,公司尚未牧到

貸款。

2014年 4月 29日 ,公司与内蒙古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支行釜汀了

編号力 “内呼成 (小企並循)字 【2014】 第 03号 "的 《額度循不借款合同》,循不借款額度

力450万元,額度有数期 2014年 4月 29日至 2017年 4月 28日 ,毎宅借款期限最長不得超

述 12今月,借款利率力浮劫利率,力人民銀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上浮 40%。 該宅借款主要用

予殉叉原材料。核宅借款由莫勇蛉、自錮準、張涛提供連帯責任保II。 同吋,公司以房声i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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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力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16号 、呼房杖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17号 、呼房枚IIE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5号 、呼房枚 IIE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6号 、呼房枚IIE国 民区字第

2007005827号、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8号 、呼房枚江回民区字第 2007005829号 、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30号 、呼房杖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43号 、呼房杖II回 民区

字第 2007005844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H109242号、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H109244

号、呼房枚ilE回 民区字第 20H109245号 、呼房杖II回 民区字第 20H H3259号 的 14赴商鋪

作力抵押。公司己子 2014年 5月 20日 牧到貸款 350万元,2014年 12月 30日 牧到貸款 100

万元。

5.美 健管理人員薪酬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美鍵管理人員薪酬 271,200.001 271,200.00

6.美瑛方立牧皮付款項

(1)本公司鹿牧美咲方款項

十、  承諾及或有事項

(―)重 大承諾事項

本公司元需要披露的重大承諾事項。

(二)資 声負債表日存在的或有事頂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5~内蒙古国屯能源投資有限公司、内蒙古国屯能源投資

有限公司准大友屯

「

友生訴i/At,双方予2013年 5月 13日 迷成凋解。根据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

民法院民事凋解事 (2013)玉 民一初字40号 ,内蒙古国屯能源投資有限公司、内蒙古国屯能

源投資有限公司准大友屯

「

需千2013年 6月 20日 支付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建筑工

程款1,433,064.45元 。本公司千2014年 12月 19日 牧到工程款184,000.00元 ,裁至報告日,本

公司尚未牧到工程款1,249,064.45元 。

十一、 資声負債表日后事項

本公司元需要披露的資声負債表日后事項。

十二、 母公司財努扱表主要項目注群

注粋1.庄牧敗款

項 目

敗面余額 杯敗准各  : 敗面余額 塚敗准各

其他成 1気款 1    莫勇玲 10,000.00 15,058.00

其他鹿牧款 1    文J志春 23,6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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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庫 ll■敗款分英披露

2014

神 癸 :    敗面余額

:   基荻   :
杯敗准各     |

茎続   lit漠 ::仇 ,お :

敗面倫値

33,447,202.53

24,775,806.98

瑾凛認澁
―

・
五五蓋五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独汁 :

提琢敗准各的庄牧敗款 :

単項金額呈不重大但単 |

独汁提杯敗准各的庄牧 :

敗款         |
35,400,159.14 100.00 1

神癸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独 it

提不敗准各的成1欠敗款

按信用凩陰特征姐合 it

提不敗准各的度牧敗款 : 25,704,102.00
"革

預金額菖不董天種革 : ~
独it提不敗准各的皮 1欠 :

合it

1轟卜■IIふ
|5.51: 33,447,202.53

姐合中,按敗蛉分析法汁提杯敗准各的庇牧敗款

敗齢

=1'IⅢ
ギIII拗I`1,1 杯敗准各

21,508,828.301  60.76 107,544.14

11,811,518.24

1,000,766.42 200,153.28

691,986.17 207,595.85

261,097.00 i  O.74 130,548.50

125,963.01

8,580.00 :

1,952,956.61 25,704,102.00

5年以上

合汁

4,290.00

117,383.01

928,295.02

2.接欠款方月集的期末余額前五名度牧敗款

単位名称 菊本公司美系

♯美咲方
: 1年 以内 ,

3,247,76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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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6,605.49

3。 本報告期元報告期前己全額汁提杯敗准各,或汁提減値准各的比例校大,但在本

報告期又全額牧回或轄回,或在本報告期牧回或橋回比例校大的庇ll■敗款情況。

4.本報告期元共隊核備的皮llA敗款情況。

5。 本扱告期庇牧敗款中元持本公司 5%以上 (合 5%)表決枚股分的股木単位欠款。

注澤2.其他庫牧款

1.其他庄牧款分癸披露

29.19%

期末余額

l…

~… ‐
巖富蒸続

………
l‐

…
 杯敗准各    :・…

:~…

 ……
I…

……
i葬■琵碗1

j aH/J\Vi i 4
i-*-*------* --*----i*-*-------- i"**-----"*

i: #^fr i lvfrt (q\ i Aafii uEli t vuvl \N/ i szf)l;ir - - *--i----

|

.… …:…… ……
杯敗准各

例 (%):   金額   :it提
比例 :  敗面倫値

,            : (%)  :

4,905,480.64

占度牧敗款期末
単位名称     :  与本公司美系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険内蒙古自 :

治区辺防息臥         :   ヨト美咲方

期初余額

神美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独 it

提堺敗准各的其他庄牧

款

按信用凩陰特征狙合it

提不敗准各的其他庄牧

!    敗面余額

1   金額

2,789,8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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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美

単項金額曇不重大但単

2,804,880.04

(3) 狙合中,按敗齢分析法it提沐敗准各的其他座牧款

2014

其他庇牧款分癸的悦明 :

I導1硼離 琳幕

=撃

腎l葛謝
「

■1

12,243.16

5,000.00

126,603.22

狙合名称
期末余額

其他庇牧款   :   不敗准各 ! 汁提しヒ例 (%)

内部及美朕方庇牧款

6.本期汁提、ll■回或轄回的杯敗准各情況

本報告期元報告期前己全額it提不敗准各,或 it提減値准各的じヒ例校大,但在本報告期

又全額牧回或終回,或在報告期牧回或結回♭ヒ例校大的其他庇牧款情況。

7.本報告期共隊核梢的其他泣ll■款

本報告期元実際核消的其他皮牧款情況。

8.接欠款方月集的期末余額前五名的其他庇牧款情況

(4) 姐合中,采用其他方法汁提琢敗准各的其他庇牧款

埼本公司美系

天津天一建没集固有限

公司巴彦淳示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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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余額 敗齢

9.其他皮ll■款其他悦明

本報告期其他庇牧款中持本公司 5%以上 (合 5%)表決枚股扮的股木単位情況

単位名称 期末敗面余額 if提杯敗金額 期初敗面余額  : it提杯敗金額

15,058.00 :莫勇蛉

注澤3.K期 股枚投資

占其他庄牧款期

末余額的比例 (%)

8.42

6 05

内蒙古航天笙峡化工有
; ♯美咲方  : 投林保ilE金  :  417,506.00:~年

以内
:

限公司        :        |       :        :    _:

内蒙古巨隼房地声升友
: J卜美朕方  : 投栃    |       :~年

以内 :

蔵保 iIE金  1  300,000.001     :
集固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1    :

李亜茶       三 本公司貝工 : 工程各用金 1  255,784.54i一 年以内 :

‐      ‐ ~   :  ‐ ~    :     ‐

 :‐

   
…

    1     1

合サト    :       :       i 2,213,023.54:     :

款項性頑  i

合汁   1 300,000.

限責任公司

合it 480,000.00

主菅立勢

期末余額

: 蒙蕉荘暮 : 巌苦芥僣 敗面余額

300,000.00 480,000.00

480,000 001

180,000.0 :

期初余額

杯敗准各

480,000.00

480,000.00

480,000.0

0 0

300,000.0

0

対子公司投資

注経4.菅立牧入及菅立成本

其他立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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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ネト充資料

(一)当 期ヨト経常性損益明細表

2014

項   目

♯流功資声姓畳損益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菅立外収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ヨト経常性損益定文的損益項目

所得税影噛額

少数股ホ杖益影 nFnl額 (税后 )

(二)浄 資声収益率及毎股収益

213,953.79

扱告期利洞

/El属 子公司普通股股本的浄利洞

ま口除非径常性損益后月属千公司普通股

股本的浄利洞

加杖平均

浄資声収益率 (%)

毎股収益

(三 ) 金額昇常或比較期同交劫昇常的扱表項目

其他鹿牧款  :4,794,732.62

交劫原因

期末未到期且未貼現或未背事江票増

加 。

期末便 16企己完工井亦理姑算項目欠款

迷 759万元,主要是経済下行,客戸資

金困荘所致。

主要是本期新増投林保iIE金 。

本期按逃度己完工未結算的工程項目増加所

:4063%:項 日径理代塾工程款。

存多そ     :47,158,122.12

予更ψk款

"更

   !24,907,135.34

3,834,738.61 :

未分配禾リツ同 4,726,097.95 9,973,164.57

其他立各牧入 5,054,256.052,538,8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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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根表項目
期末余額 (或

本期金額 )

期初余額 (或上

期金額 )

交劫比

率
交功原因

其他立分成本 1,867,917.86 3,575,941.04 -47.80%
主要是本期繊押繊修費項目減少,ll■入減少

同吋成本相鹿減少所致。

財分費用 271,778.52 119,657.31 127.10% 主要是本期新増銀行貸款 100万元所致

資声減値損失 1,023,748.46 374,484.48 173.40%
期末座ll■ 敗款和其他庇ll■ 款余額増加,按須

合方式相座it提杯敗准各増加所致。

内蒙古亨利新

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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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8

各査文件目景

(一 )載有公司負責人、主管会汁工作負責人、会汁机杓負責人 (会it主管人員)釜名井

蓋章的財勢扱表。

(二 )裁有会it師事分所蓋章、注冊会汁用釜名井監章的常it報告原件。

(三 )年度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升披露道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文件各畳地址 :

公司董事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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