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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夭津夭一定没集固有限公司答河巴彦淳本市医院

新建百区医院消防工程,合 同金額 14084421元 。

菫事K莫 勇蛉先生,薇また力呼和浩特市建筑立体会

第二届理事会常券理事。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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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扮有限公司

2015半年度報告

声明与提示

【声明】公司董事会及其童事、盗事会及其盗事、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保江本報告所裁資料不

存在任何虚俄紀裁、俣早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井対其内容的真実性、准碗性和完整性承担今

男J及連帯責任。

公司負責人、主管会汁工作負責人及会汁机絢負責人 (会it主管人員)保江半年度報告

中財分損告的真実、完整。

事項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盗事、高級管理人員対半年度報告内容存在昇洪或元法保江其真実、准碗、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申波半年度報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裕免披露事項 否

各査文件目景

文件存放地点 : 董事会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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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市 公司概覧
一、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1内 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1英文名称及縮写

II券筒称

II券代偶       1831446
:法楚薇裏天

‐ ………
:糞勇澪

‐……… …   …           ……… …

:注朋地址       1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末街 272号
亦公地址       i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木街 272号
主亦券商 国泰君安

会it帰事努所 (如有 )

二、朕系人

董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

:侍真

1屯子由F箱

公司口址

咲系地址及郎政編円

股票公升特性場所

股分公司成立吋同

桂牌吋同

行並 (II盗会規定的行並大癸 ) 建筑安装行並 (E49)
:主要声品与服努頂目

裁至扱告期末的股本人数

裁至報告期末的員工人数

:是否棚有高新技木企並資格

― ‐
… ‐

… … … …
― ― 一 ―

‐

― ―
…

― …

l

0471-2215819

0471-2215899

874922212@qq. com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木街 272号 01001o    ~

: 2014-08-06

2014-12-09

:普通股股票輸 l方式      1碗
~~~― … … ……

■
‐ ‐~~~― ‐

―
―‐ ―

一
‐  ‐――― ‐‐――――――――‐―――‐― ‐― ‐ ‐ 、

_‐ ~~ ~ ― ‐‐――― ―‐―‐―   ‐   ―― __―‐ ― ‐―

:普通股忌股本 (股)       115,000,ooo

' fip1H4<t+frtflftr)ffi8-(flft ) 
*--* 

i0
.And nh
控股股末及持股比例

実隊控制人及持股しヒ例 莫勇蛉、自紹準、弘涛、外波、王工演 77.95%

主要双事消防没施工程的没it、 施工、

技木服分和安全坪倍等消防系統鰊合服各,防火材料、消防器
材等消防声品的梢告。尤其在工並消防工程系銃方面並努相有
明昆仇勢,渉及到的消防工程系銃包括:消防水系銃、火実自
動報警系統、気体天火系統、防拌畑系統、庇急疏散系統、消
防通汎系銃、消防片播系銃、泡沫天火系銃、防火分隔没施 (防
火 l]、 防火巻常)等。

1渥翼横糞落術r措言嬰基尊海「還嬰』醒魔菫逼婆尊彗惚重F
1安全技木防疱系統没it、 施工、鍵修;防雷工程寺並没it、 施
i工

http: \www. nmghenry. com

全国中小企並股分特il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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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 主要会汁数据和美鍵指林

一、  盈利能力

増減比例

49。 92%

ノJ″■ J3EL丹干γゞ 刷 だ又 /TN rrtJチFttU4](フ Lり
  _11,692,100。 91   1… 1,143,385。 80 247.99%

月 厠 J7t肝 容 刊 収 /TN関 す‖豚 +4「 性 荻 盃

后的浄利洞 (元 )

茄萩享万洋要芦崚x革″
~~………~ ~

理轟 薦屁
『

oフ蔚雨
‐……~~~――――…

197.04%

237.50%

二、  僕債能力

:資声息it(元 )

:負債息it(元 )

盟 昴干桂牌公司股末的浄資声 (元 )

塑昼二佳翌企司股本的毎股拝要戸豪元)

1資声負債率%

流功比率

利息保障倍数

菅送情児

四、  成長情況

菅並牧入増長率%

115,608,086.44
1108,379,771。 40

§1,837,444.20  176,316,286.70

繹LIL生―
|:ΨJ●西

“・・
υ         I乙 .U`

稀I両

「

~… ~~~1‐
亨5瓦獅

……~~… …

13.60              1 19.26

本期 上年同期 増減比例

1蛛輩雌袖怠竺~■義絆生
::4   ~  idも

5‐

……~~~~~

浄利洞増K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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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市 管理層村沿与分析
一、  商立模式

さ驚身F身』罐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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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共企並,4
防没施工程没it与施工萱級資反、仇秀管理和技木囲臥、キ富現場実哉径給ノ
鮨と‐ 」さ士壺ol11  あ●」h  を生frrl  _― ィロ 日ヽ 1ヽ   ‐と__  .● 、 ●―  ・・ 一防技木培洲、盗な 管理,工程没汁、施エハ鍵保

暮襴             

「
:言う蘇|:曽

|

禦信↑讐竃董露≧翁『遭言露曇套卵異全導霊雰馨i

…

… … … …
″

… …
π 耐 鴨

"帥
マ 噸 収

謳 婆 ぃ 、_J
I  公司双一介単一的消防没施工程施工企並正逐漸特化カー家平台式的消

二、  経菅情況

2,259,524.93和 1,707,157.54,同 しヒ増長分男J力 305.1%和 247.12%。 径菅活動声生的現金流量浄額力-3,919,496.18,同 比増K-16.39%。 裁至 2015年 6月 30日 ,公司忌資声力 115,608,086.44,浄 資
声力 33,770,642.24。

一、送菅資金不足的凩陰

消防工程並各是公司主要立分,充足的貨市資金備各是公司成功荻得項目息承包並各的必各条件 ,

消防工程忌承包項目的執行合同月期以及施工周期較長,在投林、中林、施工、完工除段均対資金塾
付有校大的需求。同吋,各神消防工程系統技木研友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因此,公司存在送菅資金
不足早致公司立分規模不能快速増機的凩隆。

公司力反対返菅資金不足的凩隆,采取如下庇対措施 :

公司力鹿対資金凩隆,采取如下庄対措施,在資金使用上,晋格it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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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経易椰倣官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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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増加流功資金。控制合理友展規模与速度,碗保資金鍵,声格財努管理制度,芦格
借款扱梢常批手鉄,合理控制資金使用額度,留有充分合理余地。
二、区域市場集中的凩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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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菅立努存在
集中干核心市場区域的凩陰,一旦核区域市場党争加居J或該市場建筑投資量大幅下滑,特給公司径菅
声生重要影的。同吋如果国家宏況経済形勢友生重大変化、建筑行並的声並政策早向友生変更,早致
建筑消防工程行立友展放媛,可能対公司的友展不境和市場需求造成不利影噛,立努牧入可能波功較
大。

公司力庇対区域市場集中的凩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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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良好合作的忌承包商,秋板拓展省外市場,井釈板完善整今声立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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銃繰合方案提供商,其中主要的立努力消防工程系統的没it、 施工、堆夕 ,

在安全生声、施工管理、施工材料反量和施工技本方面需戸格控制。反量与安全是施工企並的生命 ,

2.毎企項目都配各有反量安全員逃行日常盗督栓査 :

同吋利用己径選入的行並伐勢

逃一歩稔定和提升公司市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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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毎年預算没寺坂反量安全投資預算,一般是上年公司息声値的 0.5%至 1%,寺 |]用千反量
安全保障:

5.公司有洋綱反量安全業懲制度,年終坪仇罰差,実勤罰瀬 ;

6.公司有反量萄安全管理座急預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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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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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径理是頂目安全反
1量的第一責任人的思想汰沢, 首先送到双思想上高度重視。 其次項目負責人都逸拝具有相庇資反的
1建造用担任,大大降低施工反量与安全事故凩陰隠患。由干建造用制度是国家近些年升始的新制度 ,

I力炊根本上有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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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四 、上滋消防没各材料介格波功的凩隆

:  由千消防工程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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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主要力固定造徐合同,成本加成合同校少。公司采賄消防没各与材料枡格交功与預算存在一定差
1昇 ,因此,上済消防没各材料徐格交劫的波功将会対径菅立気的稔定性声生一定影的。此外,消防投
1各与材料伶格持紋上漱也会早致所占用的流劫資金増多,加居1公司資金周特的圧力。

公司力庇対材料伶格波功的凩隆,采取了如下庇対措施 :

一方面,公司加張与供鹿商的合作緊密度,建立長期合作秋伴,碗保工程項目没各不随着市場徐
格的交劫而大幅波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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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項目敷率及利洞点,降低消防没各材料徐格波功的凩隆,最后,逐歩棚有自己声品生声銭 ,

向並努上済市場吸向ケ弘。

五、核心技木人員流失的凩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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キ富実践径唸的施工管理和現場的伐
秀人オ。日前公司技木人員 87人 ,其中,持有高級駅称資格的 12人 ,中級取称 33人 ,初吸駅称 14
人。一致建造用資格的 7人 ,二級建造用 12人,其中部分技本人員被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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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上述核心人員。公司己制定井実施了針対公司核心
人員的多項須敷激励和釣東制度,但随着市場売争的不断加居1,消防工程行並対寺並人オ的需求可能
早致核心技本人員流失的凩隆。

公司力皮対核心技木人員流失的凩隆,采取如下庇対措施 :

1、 2001年 内部選行股分改革,没立了股木会力公司最高枚力机杓,董事会頷早下的忠径理負責
制,選一歩完善了依法管理公司,民主集中的集体頷早管理制度。主要核心技本人員絶大部分都是公
司股木。

2、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3、 始終致力千逸抜培券年経技木力量,声幼人オ,培赤后各,人オ逸抜首先重視品徳,形成梯象
技本人オ布局。

4、 分工明碗,各負其責,善干授枚,資源共享,所有客声美系、資源、技木不能形成空断。
六、投資凩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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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洵、盗理、没it、 施工、

1声品代理、鍵夕全道程服分,重点建立和友展消防声品生声,完善声立健,向 EPCM模式友展。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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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木方案、 工程方案会径辻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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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生影噛。

1  公司力鹿対投資凩隆,采取如下座対措施 :

首先,公司投資本着経資声、高毛利、快周橋的原只J。 其次 ,

署輝撃資凩隆控制在最螢♀_第三l在投資方向上本着三大原ス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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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額投資需由董事会集体封沿通道 ,

其一,是公司当前並努友展所必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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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健全完善声並鍵所需:其三,是有利千現固ダ大企並知名度和品牌建没需要。公司多年来所

有投資都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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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固定資声上的,逮祥込解決了企並以前貸款理的lin3題 ,増加了企立流功資金量,建立了銀企相互信

任夫系,把投資凩隆控制在最小疱国内。

七、座lll敗款外敗凩陰

日前行立消防工程甲方 (客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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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周鶉也会受到逮神行並規只J的影的,有可能会対公司的径菅立各帯来不利影噛。員然公司日前重視

対客声的信用管理,井対庇牧敗款定期扱告和清理,堅持先好再快的友展原只1,違慎逸拝項目,逐歩

放奔資金元保障和影的企並敷益、制釣企立友展的工程項目。但公司力了逃一歩拡大市場占有率,鹿
ll■敗款可能例選一歩増K,因此公司存在鹿ll■款項友生不敗的凩隆。

公司力反対鹿牧敗款不敗凩陰,采取如下鹿対措施 :

在項目逸拝上 (1)逃拝国有或民菅大中型企並,しヒ如屯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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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功、培ツ|1基地等。 (3)伐秀汗友商牙友建没的実

館酒店、小区住宅、大型商場等。如友生或友現項目実施述程中建没方資金情況出現 li43題 ,及吋洵通 ,

井這当控制施工逃度,避免陥入太深,准以自抜。当建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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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与建没方及吋洵通,哲後施工,掌握主劫。当建没方連鉄出現第二次未履

豹付款吋,財外部遊行鉦灯警告,頭 目部哲停施工。在落実却因建没方出現荘以解決的lill題 吋,及吋

停工結算,撤出項目,碗保不損失或損失降至最低。戸格履豹,施工道程中的材料、資料洋尽,留有

充分II据依据,如遇悪意抱欠,便子法律訴i/At。

八、存貨規模増加的凩陰

随着公司立分規模的持銭ケ大,絞大的存貨余額可能会影的到公司的資金周特速度和径菅活動的

現金流量,降低資金送作敷率,存在存貨規模校大的凩隆。此外,項 目執行辻程中,如果出現客戸財

努状況悪化或采殉成本大幅上升超述預算成本等情形,込可能存在存貨秩枡凩隆。

公司力成対存貨規模増加凩隆,采取如下鹿対措施 :

1.合理控制材料,没各采殉規模。

2.項 目施工述程中戸格按照合同釣定亦理項目遊度碗汰,公司項目完工后,釈板亦理竣工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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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汁情況

(一)是否常汁

二、  財努扱表

(一 )合井資声負債表

第四市 財各扱表

1●

'43ル

ォ|ボIIIII恥輌蹄轟I】二

単位:元

7,639,1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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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待捧畑

1案編

1齢報 1費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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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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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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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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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588,480.24i    5,392,65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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ワ
‘ユハ 15,000,000.00 15,000,000.00

ハ 18 10,935,960。 35 10,935,960。 35

ハ 19 394,718.02 394,718.02

六 20 6,418,198.86 4,726,097.95

32,748,877.23 31,056,776.32

1,021,765.01 1,006,708.38

法定代表人:莫勇蛉    主管会汁工作久責人:李彬    会it机約負責人:李彬

(二 )母公司資声負債表

単位:元

7,698,991.87 7,304,706.99

1,754,000,00 2,971,384.31

十二 1 45,392,806.32 33,447,202.53

5,770,882.08 5,291,915.15

十二 2 5,614,166.21 4,751,370.62

40,321,412.28 45,274,2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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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

十二 3 300,000.00 300,000.00

3,558,102.41 3,692,216.73

642,532.02 526,766.68

9,300,000.00 4,500,000.00

754,000.00 1,197,900.00

27,719,467.41 24,806,592.80

26,405,412.83 24,740,037.34

6,686,112.41 9,532,827.04

3,086,276.58 3,722,557.32

5,585,394.24 5,213,1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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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井利洞表

単位:元

29,982,357.40 22,768,615.67

23,978,993.80ヽ    17,077,111.18

-1

1,759,524.73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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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立卿 ‖||「

基■11,ユ秘菫慶聾置彗:

額 |(言

榛 攀 卦 ■ 撻 業 轟1勢

(四 )母公司利洞表

‖JIに

2,259,524.931

552,367.39

主管会it工作負責人:李彬 会it机杓負責人:李彬

-1,101,645.39

58,728.43

-1,160,373.82

単位:元

31,310,455.24 18,785,714.18

23,866,633.24 15,031,173.07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1謝

「 |■11「「
-
1111=

I l,002,953.55 i 793,393.91

453,480。 74 : 541,045.00

3,633,588.00 : 3,787,733.89

164,717.27 129,045.37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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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采商‐品■接受芳雰支付的現金

客戸貸款及1塾款浄増加額

9,909,870.551 22,894,187.01
'94,187.011

存嫁中央銀行和同並款項浄増力1額

支付利鳥、手察費及佃金的現金

一　

二

支付給駅エー以及力双工支付的現金 14,387,505.441 14,648,375.241

=付
‐的各項税‐費 2,299,947.17 1,240,280.1l i

文付其他与4菅1活動有夫的現金 ハ 31 1,210,682.40 1,622,950.081

峰膏活動‐現金流出Jヽ十 27,,98,00● 101 40,405, 792.44 i

峰1菅活動声生的現1金流量‐浄額 ■3,919■496111 13,13617153914‐ 41．一一一一一̈

８

〓

手‐ヽ|.投‐資活動声1生‐的現金流量|

一
．一一．
・・一

一

牧1回1投資1牧到的1現金

1取得投資‐収益‐牧到的現金

姓1軍周1定資声.(‐ 1元形1資 1声‐和1其他K期資‐声岐1回的1班金1冷1額

処置1子1公 司1及其他菅立単位ll■ 到的現金1浄額

ll■到其他与投資活動有美的1現金

投1輩汚功|■金

“

入

`ヽ

it

1勁建固定資|■ |1元形安■莉糞‐花長期1資■支村的現金 3,600.00 305,650.00

投資支付的現金

辰押貸款浄増加1額

取得子公司及其1他菅立単位支付的現金浄額

支付其他与投資活劫有美的現金

一　

二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汁

投資活動‐
声生的班金流動

=●
簿資活動声生的現金流量:

吸ll■投資吹到的現金

基申:子公司吸ll■ 少数股末1投資llarll的現金

爾智弯躍峰
=11_二

二 .1‐11‐

===‐

■1        
……… ‐…………‐

■ 口,39199%991 争999999991
友行債券牧到的現金 || | ■ |   | ■ ■ ■ |

l          ヽ

等‐資活動現金流入小汁 12,300,000.001 4,296,167.70'

一　

二

感響驚諏彙蹂ti 7,500,00o.oo 1  3,500,000.00

分邸股rll■ flJ澤1或倍付利‐息支‐付1的‐現金 179,376.171  148,633.54

暮中■子公司力付給少数股本的股利、1痢潤

1支付其他 LJr等 資活動有1美的現金‐

寿資活動現金流出Jヽ汁 ′,079,376117

●4,1020,623.83
i■ttL響1111

‐・047111‐午10‐ 1驚雪質■‐留警製要壁燿ititi二点ti_魚
四■江率変動対現金及現金等作物的1影1哺

二■班全及■金等

'物

1浄増加額 六 32.3

六 32.3 6,927,311.43 7,244,690,94

六 32.3 7,624,839,08

主管会汁工作負責人:李彬

カロ■期1初現金及現全等資物余額

六、1期末現金及現金等介物余額

法定代表人:莫勇蛉

(六 )母 公司現金流量表

14/75

会it机杓負責人:李彬

4,219,035.661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5半 年度報告

単位:元
項 目

■ヽ峰音活動声生‐的現金1流量 |

錆告商品、提供芳分ll■ 到的現金 1 22,016,120.12 , 34,336,922.961
1 

‐      ~~~ 1

tl■ 到的税費返1述

1  516,292.741  19,984.17:

122,532,412.86: 34,356,907.131
 `              |       ‐      1               1

1 8,987,980451 20,546,72&781

～      l ltll'lT'lti_モ 11917子キダ
|

1 2,292,852.711 1,175,193.891

1 1,164,946.121 1,485,965.161

41官活動現金流出‐小汁
1 7'19111曽

「iマ 1 1【 l'7119971911

1 4,099,452.861 3,316,759.941鋒賞活動声生的班金流量浄額

||=●投資1活動声生1的現金1流量:

収回投資ll■ 到1的現金

取得投資収益ll■ 到的現金

処葺1固1定資声t元形資声和1其他КI期資1声 tl■回1的現金浄額|―

た置‐子公司及1其他菅立単位牧到的現金浄額

ll■ 到其他与投資活動有美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サ

胸建固定姿声、元形資声和其他KI期資声支付1的現1金 3,600.00 305,650.00

投資支1付的現金

取1得子公司及其他奮立単位1支付1的現金浄板

支付某他萄投資活功有美的現金| ‐|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汁 30,16601001

投資活動声生的現1金流1量1浄額

三、簿資活功声生的現金流量 :

吸lll■ 投資ll■到1的現金

|1取 1得借款牧lrlll的 班金

本行債券牧到的現金    |  |‐
牧到其他与等資活動有美的現金|  ■ 296,167.70

籍‐資活動1現金流入小汁 12,300,000.00 4,296, 167.70 
1

1‐檬 驚刊辮翠も■.ti=■■ 7,500,000.00 3,500,000.00

179,376.17 148,633.54|1分配股利ヽ 利潤或‐僕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支1付其他菊‐等1資1活劫有夫1的現1金

1綺れ轟l橘轟II箸贅活動現金流出小‐サ

籍資活動声1生的現金流量浄額‐

tr. 江1率交魂対現1金及現金1等介物1的影1中

1淵 I厄
五、現金及現金等介物浄増加額

1無1盤職雛難軟協1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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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市 財分扱表附注

一、  附注事項

事項

11.半年度報告所采用的会it政策与上年度財分扱表是否変化

i否13.是否存在前期差措更正

1否14.企並径菅是否存在季市性或者周期性特征

15.合井財各扱表的合井疱園是否友生変化

16.是否存在需要根据規定披露分部報告的信息

17.是否存在半年度資声負債表日至半年度財各報告批准扱出日之同的ヨト調整事項

18。 上年度資声負債表日以后所友生的或有負債和或有資声是否友生変化     1否

12.是否存在重大的資声減値損失

1否

二、  扱表項目注群

交功じヒ率

-40.97%

31.85%

106.67%

-37.06%

35.80%

56.32%31,124,757.14

期末余額 (或 期初余額 (或上
根表項目

庇牧票据

成ll■ 敗款

成付票据

未分配利洞

主菅立分 ll■ 入

主菅並努成本
23,936,721.06

其他並分岐入

其他立分成本

9,300,000.0014,500,000.00

754,000.00 1 1,197,900.00

6,4繋 ,Ю8.86:4,726,09■
95

交功原因

主要是江票到期或背ギ特iL。

本期 14介 己完工井亦理結算項目欠款迷

1042.6万元,主要是経済下行,客戸資

金困堆所致。

主要是銀行貸款増加所致。

本期江票到期承党支付

本期実現浄利潤 171万元,増加未分配利

洞。

本期己完工井亦理錆算碗汰ll■ 入所致。

主要是本期主菅立分牧入増加 ,ll■ 入増加

同吋成本相成増加。

主要是本期繊押筆修費項目減少所致。

主要是本期鍵押鍵修費項目減少,牧入減

資声減値損失
482,005.47

19,910,697.78

16,019,569.88

1,262,031.08

42,272.74 1,057,541.30

286,557.67

49.42%

-51.10%

i少同吋成本相庇減少所致。

119,862.44 302.13%:期
末成ll■ 敗款和其他成ll■ 款余額増加,按

狙合方式相庇it提杯敗准各増加所致。

菅立外牧入
500,000.20

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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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5半年度財分扱表附注

一 、 公司基本情況

(一) 公司注朋地、姐鉄形式和意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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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菅立執照》。径登氾:《 菅立仇照》注肝号力 01F字

140号 :地址力体育場老干部中心室;負責人力莫勇蛉;経済性疲力合伏企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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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増資立径呼和浩特申it事分

所申唸,井出具詮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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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登氾。径工商局核准友放的 《企立法人菅立執照》塁示:企立名称力呼和浩特市升特屯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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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力莫勇蛉;注

朋資金力 29万元。

1996年 5月 2日 ,呼和浩特会it師事分所出具 《唸資報告》,対亨利新技木申清増加注

朋資本 21万元逆行常唸,結稔力 “根据我イ|]的常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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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拾萱万元,変更后的投入資本恵額力伍拾万元,其中実牧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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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登氾。径工商局核准友放的 《企立法人菅立机照》昆示:企立名称力呼和浩特市弄特屯脳

没各有限公司;住所力人民体育場老干部活動中心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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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立名称預先核准通知

事》,預先核准呼和浩特市升特屯臓没各有限責任公司申情変更的企並名称力:内蒙古升特

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

1999年 3月 9日 ,根据股木会決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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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実物資声 578,775.00元 。此次増資

立姪内蒙古蒙建常it事努所常唸,井出具蒙建申唸字 (1999)第 14号唸資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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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更工商登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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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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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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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
。

2001年 3月 6日 ,根据根据股木会決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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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企並資本公釈投入 294,

048.29元 ,由股末投入 1,097,176.76元 。上述出資並径内蒙古国建会it帰事各所常唸,井

出具了内国建唸字 【2001】 H号詮資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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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幻準投入貨市資金 500,000.00元 、孤喜木投入貨市資金 2,000.00元 。

上述出資並径内蒙古国建会it用事努所常唸,井出具了内国建粒字【2001】 60号詮資報告。

2006年 4月 19日 ,根据股木会決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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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股木莫勇蛉等 17人千 2006年 4月 19日 前数足,変更后注朋資本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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帰事努所常馳,井

出具了呼弘炸所唸字 【2006】 第 33号聡資報告。

2007年 4月 9日 ,根据股木会決洪、股枚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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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o.oO元 ,由全体股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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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将其持有的股分 20,344.00

元特il給新股木王亜演。上述出資並姪内蒙古財信速会it用事努所有限責任公司常絵,井出

具了内財信速粒字 【2007】 第 12号強資扱告。

2010年 4月 30日 ,根据股木会決波、股枚結辻跡洪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申情

増加注朋資本人民市 2,425,800.00元 ,由 25名股木按出資レヒ例数幼,交更后注朋資本力人

民市 10,511,800.00元 。同吋,股木白幻隼、強涛、曹相如、杜雨郷、李鉦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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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 301,309.00元逃特性給股木莫勇

蛉、王亜演、張建洋、臭英、文J姓利、曹雨蕊、李彬、李原欣、李向南、略尤、用浩、除雪

峰,股 71■ ttil后李笙旺、武連平退出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股末会,臭英、文J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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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木会。上述出資並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弘炸朕合会it用事劣所常唸,井出具了呼弘炸所詮

字 【2010】 第 40号唸資扱告。

2012年 10月 10日 ,根据股木会決洪、股叔結士坊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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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次数足,交

更后注朋資本力人民市 150,00,00o.oO元。同吋,股木ヌJ腔利杵其持有的 52,000.00元股枚

韓il給股木王図1。 上述出資並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弘炸朕合会it帰事努所常唸,井出具了呼

弘炸所詮字 【2012】 第 52号詮資報告。

2014年 4月 29日 ,根据股木会決波、股枚鶉il跡洪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股木李向

南、召F国枚特其分男J持有的 55,500.00元 、49,500万元股枚結士給股木莫勇蛉。若il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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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朋資本不交。

2014年 5月 20日 ,立信会it用事努所(特殊普通合伏 )出 具信会用扱字 [2014]第 711027

号 《申it扱告》,報告載明:裁至 2014年 4月 30日 ,有限公司経常it浄資声 25,935,960.35

76o

2014年 6月 16日 ,姿有限公司股木会決洪通道,同意有限公司整体変更力股分有限公

司,以公司裁至 2014年 4月 30日 経常if敗面浄資声 25,935,960.35元 按 1.729:1的 比例折

力 1500万元息股本 (毎股面値 1元 ),其余部分 10,935,960.35元 it入 資本公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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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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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友起人跡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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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浄資声折股馳資報告立径立信

会it用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秋)常橙,井出具了信会用扱字 【2014】 第 711065号絵資報告

碗汰。(股枚結杓如下表 )

2014年 7月 22日 ,股分公司召升含J立大会,同意由原有限公司全体股木作力股分公司

友起人,以有限公司経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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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分公司股分均力普通股,毎股面値人民市 1元,各友起人在股分公司的持股比例按其在有

限公司出資LL例碗定。

整体変更完成后,股分公司的股枚結杓如下:(単位:万股 )

股分数 出資形式

浄資声

浄資声

浄資声

曹相如

王亜演

浄資声

浄資声

浄資声

浄資声

浄資声

浄姿声

浄資声

浄資声

浄資声

浄資声

文J志春 浄資声

浄資声

浄資声

浄資声

一
　

¨

王新民

21.73%

16.62%

曹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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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   杜雨郷

20   1    臭英

7.2000 0.48%

0.42%

浄資声

6.3000 浄資声

王因」 6.1500 0.41% 浄資声

22   1   弘雪峰 4.9500 0.33% 浄資声

23   1   隊雪峰 3.1500 0.21% 浄資声

合 it 1,5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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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執照,完成有限公司整体交更力股倫公司。

2014年 11月 26日 ,全国中小企並股分橋i■系統有限責任公司以股特系統函[2014]2141

号《美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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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股分特il系銃桂牌的

函》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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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E券代円:831446.

公司的企並法人菅並執照注朋号:150100000001556

公司注朋資本:1500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莫勇蛉

公司注朋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木街 272号

公司息部地址:与注朋地址一致

公司癸型:股扮有限公司 (ヨト上市、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

(二) 径菅茫国

杵可変菅項目:元。一般径菅項目:消 防没施工程没it均施工:消防没施工程没it寺項 ;

消防没施鍵夕保弄栓測;消防安全坪借;建筑智能化工程没it与施工;安全技木防疱系統没

it、 施工、鍵修;防雷工程寺並没if、 施工:(以上姪菅疱曰免資反II事径菅)防火防盗没

各、机屯没各、保温材料、屯子声品、自動化控制没各的研制、升友、梢告。 (依法須径批

准的項目,姿相美部11批准后方可汗展径菅活劫)。

(三) 公司立分性疲和主要径菅活動

公司属子建筑安装行並,主要服勢領域力消防工程没it和施工。

(四) 財分扱表的批准扱出

本財努扱表径公司全体董事干 2015年 8月 19日 批准報出。

二、 合井財分扱表茫曰

本期幼入合井財分扱表疱目的主体共 1戸 ,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美型 飯次

一致控股子公司

持股比例 (%)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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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分扱表的編制基砧

(一) 財分扱表的編制基拙

本公司以持紋径菅力基硼,根据実隊友生的交易和事項,按照財政部頒布的 《企並会it

准只J―一基本准只J》 和具体企並会it准只J、 企立会it准只J座用指南、企並会it准只J解経及其

他相美規定 (以下合称 “企立会汁准只J")逆行碗決和it量 ,在此基硼上,結合中国II券盗督

管理委員会 《公升友行iI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扱規只J第 15号――財努扱告的一般規定》

(2014年修汀)的規定,編制財分扱表。

(二) 持袋径菅

本公司自報告期末起 12今月不存在対本公司持銭径菅能力声生重大疑慮的事項或情況。

四、 重要会汁政策、会汁倍汁

(―) 遵循企立会汁准スJ的声明

本公司所編制的財分扱表符合企立会it准只J的要求,真実、完整地反映了扱告期公司的

財各状況、変菅成果、現金流量等有美信息。

(二) 会it期同

自公所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止カー介会it年度。

(三) 遍敗本位 FF

采用人民市力妃敗本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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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歩実現企立合井道程中的各項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経済影的符合以下一稗或

多神情況,特多次交易事項作カー流子交易避行会汁処理 8

1)逮些交易是同吋或者在考慮了彼此影的的情況下iT立 的;

2)逮些交易整体オ能送成一項完整的商立結果 :

3)一項交易的友生取決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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経済的。

2。 同一控制下的企並合井

1)今別財努扱表

公司以支付現金、特士ヨト現金資声、承担債各方式或以友行枚益性II券作力合井対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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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股杖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く期股枚投資初始投資成本葛支付合井対徐之同的差額,調整

資本公釈:資本公秋不足沖減的,調整留存収益。如果存在或有対枡井需要碗汰預it負債或

資声,核預it負債或資声金額萄后紋或有対伶結算金額的差額,調整資本公釈 (資本溢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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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溢介),資本公釈不足的,調整留存ll■益。

対千通達多次交易最終実現企並合井的,属予一批子交易的,将各項交易作カー項取得

控制枚的交易逃行会it処理:不属干一抗子交易的,在取得控制枚日,K期股枚投資初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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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介値之和的差額,調整資本公釈:資本公釈不足沖減的,調整留存収益。対干合井日之前

持有的股枚投資,因采用収益法核算或金融工具碗汰和it量准只J核算而碗汰的其他繰合ll■益 ,

哲不逃行会it処理,宣至姓畳核項投資吋釆用与被投資単位直接処置相美資声或負債相同的

基硼選行会it処理:因采用収益法核算而碗汰的被投資単位浄資声中除浄損益、其他鰊合牧

益和利洞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杖益其他交劫,暫不i■行会it処理,宣至姓畳核項投資吋橋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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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it費用、平倍費用、法律服

分費用等,千友生吋it入当期損益;与友行杖益性工具作力合井対倫直接相美的交易費用 ,

沖減資本公釈,資本公釈不足沖減的,依次沖減盈余公釈和未分配利洞;与友行債努性工具

作力合井対伶宜接相美的交易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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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報表 ,只J以合井日被合井方合井財分扱表中月属千母公司的所有

者収益力基拙碗定長期股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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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合井財各扱表中的敗面倫値汁量。

対千通道多次交易最終実現企並合井的,属干一抗子交易的,特各項交易作カー項取得

控制枚的交易避行会it処理;不属干一抗子交易的,合井方在送到合井之前持有的K期股枚

投資,在取得日与合井方与被合井方同赴干同一方最終控制之日執晩日与合井日之同己碗汰

有美損益、其他繰合Ll■益和其他所有者枚益交功,分男J沖減しヒ校扱表期目的期初留存収益或

当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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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調整,在此基硼上按照企立会it准只J規定碗汰。

3.ヨト同一控制下的企blL合井

対千ヨト同一控制下的企並合井,合井成本力本公司在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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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y益 性工具或債分性工具的公允徐値。在合井

合同中対可能影的合井成本的未来事項作出豹定的,賄要日如果倍it未来事項彼可能友生井

且対合井成本的影的金額能じ可皐it量的,也it入合井成本。

本公司力避行企並合井友生的常it、 法律服各、坪倍姿洵等中介費用以及其他相美管理

費用,千友生吋it入 当期損益;本公司作力合井対介友行的枚益性工具或債分性工具的交易

費用,汁入枚益性工具或債各性工具的初始碗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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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対合井成本大千合井中取得的被賄叉方可耕汰浄資声公允伶値分額的差額 ,碗決

力商誉。本公司対合井成本小干合井中取得的被殉興方可誹汰浄資声公允徐値分額的,径夏

核后合井成本側小干合井中取得的被殉興方可誹汰浄資声公允倫値分額的差額,it入当期損

益。

通述多次交換交易分歩実現的ヨト同一控制下企立合井,属千一投子交易的,特各項交易

作カー項取得控制枚的交易遊行会it処理;不属十一批子交易的,区分↑男J財分扱表和合井

財各扱表逃行相美会it処理 :

(1)在今別財分扱表中,合井日之前持有的股枚投資来用収益法核算的,以賄要日之

前所持被殉要方的股枚投資的敗面枡値与殉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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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投資采用金融工具碗汰和if量准只J核算的,以核股枚投資在合井

日的公允徐値加上新増投資成本之和,作力合井日的初始投資成本。原持有股枚的公允伶値

均敗面枡値之同的差額以及原it入其他繰合 ll■益的累it公允fJ●値交劫庇全部橋入合井日当

期的投資収益。

(2)在合井財各扱表中,対干殉興日之前持有的被殉共方的股枚,按照核股杖在賄興

日的公允介値逃行重新it量 ,公允介値与其敗面徐値的差額it入 当期投資牧益;賄興日之前

持有的被賄要方的股板渉及枚益法核算下的其他鰊合収益等的,与其相美的其他繰合収益等

結力賄妥日所属当期投資収益。

(五) 合井財各損表的編制方法

本公司合井財各扱表的合井疱国以控制力基砧碗定,所有子公司 (包括母公司所控制的

単独主体)均幼入合井財努扱表。

所有幼入合井財分扱表合井疱目的子公司所采用的会汁政策、会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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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制合井財各扱表吋,按本公司

的会it政策、会it期 同遊行必要的調整。

合井財各扱表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財努扱表力基拙,根据其他有美資料由本公司編制。

合井財努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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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井股末/1■益交功表的影的。

子公司少数股木分担的当期言損超道了少数股木在該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枚益中所享有

的分額的,其余額偶庇当沖減少数股木収益。

在報告期内,若因同一控制下企並合井増加子公司以及並各的,則調整合井資声負債表

的期初数;格子公司以及並分合井当期期初至扱告期末的ll■入、費用、利洞幼入合井利洞表 ;

格子公司以及並分合井当期期初至報告期末的現金流量幼入合井現金流量表。

在報告期内,若因♯同一控制下企並合井増加子公司以及立努的,只J不調整合井資声負

債表期初数;1各子公司以及並各自殉要日至報告期末的牧入、費用、利洞幼入合井利洞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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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公司以及立努自賄采日至扱告期末的現金流量幼入合井現金流量表。

在扱告期内,本公司処置子公司以及立各,只J核子公司以及立分期初至処畳日的牧入、

費用、利洞幼入合井利洞表:核子公司以及立分期初至赴畳日的現金流量幼入合井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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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的,在合井財分扱表

中,対干剰余股杖,按照其在喪失控制枚日的公允徐値遊行重新ittt。 赴畳股枚取得的対枡

与剰余股枚公允枡値之和,減去按原持股じヒ例it算鹿享有原有子公司自殉天日升始持察it算

的浄資声的分額之同的差額,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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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其他鰊合収益,鹿当在喪失控制杖吋橋力当期投資収益。

(六) 合菅安‖卜分癸及共同径菅会汁処理方法

1.合菅安‖F的分癸

本公司根据合菅安‖卜的結杓、法律形式以及合菅安‖F中 豹定的条款、其他相美事実和情

況等因素,将合菅安排分力共同径菅和合菅企立。

未通道単独主体込成的合菅安‖F,丸J分力共同径菅:通道単独主体迷成的合菅安‖卜,通

常北J分力合菅企並 :但有碗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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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劇成J分力共同径菅 :

(1) 合菅安‖F的法律形式表明,合菅方対核安‖F中 的相美資声和負債分男J享有杖利

和承担叉分。

(2) 合菅安‖卜的合同条款釣定,合菅方対核安‖卜中的相美資声和負債分別享有杖利

和承担叉努。

(3) 其他相美事実和情況表明,合菅方対核安‖F中 的相美資声和負債分別享有杖利

和承担叉分,如合菅方享有与合菅安拌相美的几乎所有声出,井且核安引F中 負債的清僕持紋

依頼干合菅方的支持。

2.共同径菅会汁処理方法

本公司碗汰共同径菅中利益分額中与本公司相美的下列項目,井按照相美企立会it准スJ

的規定逃行会it処理 :

(1) 碗汰単独所持有的資声,以及按其分額碗汰共同持有的資声 ;

(2) 碗決単独所承担的負債,以及按其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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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額所声生的牧入 ;

(4) 按其分額碗汰共同径菅因出告声出所声生的牧入 ;

(5) 碗決単独所友生的費用,以及按其分額碗汰共同径菅友生的費用。

本公司向共同姪菅投出或出告資声等 (核資声杓成立分的除外),在核資声等由共同径

菅出告給第二方之前,供碗汰因該交易声生的損益中月属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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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准只J第 8号――資声減値》等規定的資声減値損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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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額碗汰核損失。

本公司自共同径菅賄要資声等 (核資声杓成立外的除外),在将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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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共同径菅其他参与方的部分。殉入的資声友生符

合 《企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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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公司享有咳共同径菅相美資声且承担核共同

径菅相夫負債的,偶按上述原只J逃行会it処理,否只J,庇当按照相美企立会it准只J的規定逃

行会il‐処理。

(七)現 金及現金等竹物的碗定林准

在編制現金流量表吋,将本公司庫存31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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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炊殉采日起,三今月内到期 )、 流功性張、易干特換力己知金額的現

金、徐値交功凩陰彼小四今条件的投資,碗定力現金等介物。

(八)外 市立分和外市撮表折算

1.外市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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ツE率折算,由此声生的ツE党差額 ,

除属干均殉建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相美的外市寺|]借款声生的ツ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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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量 的外市ヨト貨市性項目,偶采用交易友

生日的即期ツE率折算,不改交其氾敗本位市金額。

以公允介値it量 的外市ヨト貨市性項目,采用公允伶値碗定日的即期ツE率折算,由此声生

的ツE党差額作力公允倫値交功損益it入 当期損益。如属干可供出告外市ヨト貨市性項目的,形

成的江党差額it入其他鰊合 ll■益。

2.外市財分扱表的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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ツE率折算:所有者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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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洞表中的牧入和費用項

目,采用交易友生日的即期ツE率折算。按照上述折算声生的外市財分扱表折算差額it入其他

繰合ll■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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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財分扱表折算差額,自其他鰊合収益項目橋入処置当期損益;部分処置境外径菅的,按赴

置的じヒ例it算処畳部分的外市財各報表折算差額,特入処畳当期損益。

(九)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資声、金融負債和枚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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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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済実反面1卜供以法律形式,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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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値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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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 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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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量方法

(1) 以公允枡値it量且其交劫if入 当期損益的金融資声 (金融負債 )

以公允徐値it量且其交功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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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値it量且其交劫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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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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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干遊行集中管理的可排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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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姐合遊行管理 ;

3)属子衛生金融工具,但是被指定力有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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扱伶且其公允扮値不能可皐汁量的枚益工具投資桂鈎井須通

道交付該枚益工具結算的街生工具除外。

只有符合以下条件之―,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オ可在初始it量吋指定力以公允徐値it量

且其交功it入損益的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 :

1)核項指定可以消除或明塁減少由干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的it量基拙不同所早致的相

美利得或損本在碗汰或it量方面不一致的情況 ;

2)凩隆管理或投資策略的正式ギ面文件己裁明,該金融資声姐合、該金融負債姐合、

或核金融資声和金融負債須合,以公允伶値力基拙逃行管理、坪徐井向美鍵管理人員報告 ;

3)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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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当双相美混合工具中分折 ;

4)包含需要分折但元法在取得吋或后紋的資声負債表日対其逃行単独it量 的嵌入衛生
工具的混合工具。

本公司対以公允徐値it量且其交功it入 当期損益的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在取得吋以公

允介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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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力初始

碗汰金額,相美的交易費用if入当期損益。持有期同杵取得的利息或現金股利碗汰力投資牧
益,期末杵公允徐値交功it入当期損益。赴畳吋,其公允伶値与初始入敗金額之同的差額碗

汰力投資収益,同吋調整公允伶値交功損益。

(2) 庄牧款項

本公司対外硝告商品或提供芳努形成的鹿牧債枚,以及公司持有的其他企並的不包括在
活妖市場上有扱介的債各工具的債枚,包括庇牧敗款、其他庇牧款、座牧票据、預付敗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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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殉貨方庇牧的合同或跡洪伶款作力初始碗汰金額;具有融資性反的,按其現値逃行初始

碗汰。

牧回或処畳吋,特取得的枡款与核庇牧款項敗面徐値之同的差額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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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至到期的ヨト衛生性金融資声。

本公司対持有至到期投資,在取得吋按公允徐値 (オ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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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利率 (如実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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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入投資収益。実隊利率在

取得吋碗定,在咳預期存紋期同或適用的更短期国内保持不交。処置吋,特所取得含款与核

投資敗面介値之同的差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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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赴畳或重分癸后成立即将其剰余的持有至到期投

資重分癸力可供出告金融資声:重分癸日,核投資的敗面竹値与其公允倫値之同的差額it入

其他練合収益,在咳可供出告金融資声友生減値或終止碗汰吋結出,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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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変化対核項投資的公允介値没有昆著影的。

2)根据合同豹定的僕付方式,企並已牧回几乎所有初始本金。

3)出告或重分癸是由千企立元法控制、預期不会重夏友生且荘以合理預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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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資声癸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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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夫交易費用之和作力初始碗汰金額。持有期同杵

取得的利息或現金股利碗汰力投資ll■益。可供出告金融資声的公允徐値交功形成的利得或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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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他繰合 ll■益。赴畳可

供出告金融資声吋,将取得的倫款ち核金融資声敗面倫値之同的差額 ,7f入投資損益;同吋 ,

格原直接it入其他家合 ll■益的公允竹値交功累it額対皮赴畳部分的金額橋出,it入投資損益。

本公司対在活妖市場中没有扱徐且其公允伶値不能可皐it量 的枚益工具投資,以及与該

杖益工具桂鈎井須通道交付核枚益工具結算的衛生金融資声,按照成本it量。

(5) 其他金融負債

按其公允枡値和相美交易費用之和作力初始碗汰金額。来用搾余成本逃行后紋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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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資声緒移的碗汰依据和it量方法

公司友生金融資声橋移吋,如 己特金融資声所有枚上几乎所有的凩隆和報酬若移給橋入

方,只 J終止碗汰核金融資声:如保留了金融資声所有枚上几乎所有的凩陰和扱酬的,只 J不終

止碗汰核金融資声。

在≠J断金融資声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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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特金融資声橋移区分力金融資声整体結移和部分橋移。金融資声整体鶉移満足終止碗汰

条件的,特下列両項金額的差額it入当期損益 :

(1)所特移金融資声的敗面介値 ;

(2)因橋移而ll■到的対介,与原直接it入所有者収益的公允倫値交功累it額 (渉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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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碗汰条件的,将所特移金融資声整体的敗面伶値,在終止碗

決部分和未終止碗汰部分之同,按照各自的相対公允介値逃行分搾,井特下列両項金額的差

額it入当期損益 :

(1)終止碗汰部分的敗面枡値 ;

(2)終止碗決部分的対介,与原宜接il入所有者杖益的公允倫値交劫累it額 中対鹿終

止碗汰部分的金額 (渉及椿移的金融資声力可供出告金融資声的情形)之和。

金融資声特移不満足終止碗汰条件的,継紋碗汰核金融資声,所牧到的対愉碗汰カー項

金融負債。

4.金融負債終止碗汰条件

金融負債的的現吋叉分全部或部分已径解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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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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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上不同的,只J終止碗汰31」
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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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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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金融負債全部或部分終止碗決吋,終止碗汰的金融負債敗面徐値与支付対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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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若回賄部分金融負債的,在回賄日按照墾紋碗汰部分与終止碗汰部分的相対公允

介値,将核金融負債整体的敗面倫値選行分配。分配給終止碗汰部分的敗面倫値与支付的対

介 (包括特出的ヨ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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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値的Frl定方法

本公司采用公允枡値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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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活妖市場的扱枡碗定其公允枡値;不存在活妖市場的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采用倍値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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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格、参照実反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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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枡値、現金流量折現法和期枚定介模型等)碗定其公允竹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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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格作力碗定其公允介値的基拙。

6.金融資声 (不合成牧款項)減値准各il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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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敗面倫値逃行栓査,如有客双II据表明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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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E据 ,包括但不限干 :

(1) 友行方或債各人友生声重財分困堆 ;

(2) 債各人達反了合同条款,如僕付利息或本金友生達釣或逸期等 ;

(3) 債枚人出干径済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慮,対友生財各困荘的債各人作出il歩 ;

(4) 債努人彼可能倒閉或避行其他財多重姐 ;

(5) 因友行方友生重大財各困荘,核金融資声元法在活妖市場墾紋交易:

(6) 元法排汰一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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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対其遊行恵体坪伶后友現,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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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支付能力逐歩悪化,或債分人所在国家或地区失立率提

高、担保物在其所在地区的枡格明豆下降、所処行立不景気等 ;

(7) 枚益工具友行方径菅所外的技木、市場、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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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値友生平重或♯暫吋性下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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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干資声負債表日対各項可供出告金融資声采用今男1決定的方式坪借減値損失,其

中:表明可供出告枚益工具投資友生減値的客規II据包括枚益工具投資的公允介値友生芦重

或ヨト哲吋性下鉄,具体量化林准力:若核枚益工具投資千資声負債表日的公允倫値低干其成

本超道 50%(含 50%)或低千其成本持紋吋同超述 12今月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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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杵原直接it入其

他繰合ll■益的因公允介値下降形成的累it損失炊其他繰合収益結出,it入当期損益。該特出

的累it損失,等干可供出告金融資声的初始取得成本拍除己ll■回本金和己搾余金額、当前公

允伶値和原己it入損益的減値損失后的余額。

対干己碗汰減値損失的可供出告債各工具,在随后的会it期 同公允介値己上升且客況上

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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鶉回it入 当期損益;対干可

供出告杖益工具投資友生的減値損失,在核枚益工具竹値回升吋通道枚益特回;但在活朕市

場中没有扱徐且其公允竹値不能可皐汁量的収益工具投資,或与咳71■益工具桂鈎井須通述交

付核杖益工具結算的衛生金融資声友生的減値損失,不得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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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有至到期投資的減値准各

対干持有至到期投資,有客規iI据表明其友生了減値的,根据其敗面介値与預it未来現

金流量現値之同差額it算71A汰減値損失:it提后如有江据表明其倫値己恢夏,原碗汰的減値

損失可予以特回,氾入当期損益,但核特回的敗面倫値不超道俄定不it提減値准各情況下核

金融資声在特回日的搾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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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示,没有相互抵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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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金額的法定枚利,且核神法定杖利是当前可執行的;

(2)本公司it剣 以浄額結算,或同吋交現咳金融資声和清僕核金融負債。

(十) 鹿ll■款坂

1.単坂金額重大井単坂汁提杯敗准各的庇ll■款項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坂it提不敗准各的成牧款項的碗汰林准:100万元以上。

単項金額重大的庇牧款項沐敗准各的it提方法:単独逃行減値沢1拭 ,按預it未来現金流

量現値低千其敗面竹値的差額it提杯敗准各,it入 当期損益。単独測拭未友生減値的庇ll■款

項,将其月入相成姐合it提堺敗准各。

2.按狙合it提不敗准各庇牧款項

(1)信用凩陰特征狙合的碗定依据

対千単項金額不重大的皮牧款項,与径単独測拭后未減値的単項金額重大的鹿ll■款項一

起按信用凩隆特征支J分力若干姐合,根据以前年度葛之具有美似信用凩陰特征的鹿ll■款項姐

合的実隊損失率力基硼,結合現吋情呪碗定成it提的杯敗准各。

碗定姐合的依据 :

ヽ
■
ち
て
く
―
　
　
‐
‐
■

　

―
′

碗定狙合的依据

狙合 1 按敗蛉分析法it提杯敗准各的庄ll■ 款項

狙合 2 内部及美咲方庄牧款項

按狙合it提杯敗准各的it提方法 (販齢分析法、余額百分比法、其他方法 )

狙合 1 敗齢分析法

除有碗定依据表明元法ll■ 回全額it提不敗准各外,不碗汰不敗准各

(2)根据信用凩陰特征姐合碗定的it提方法

①来用敗蛉分析法it提堺敗准各的:

庇牧敗款it提 比例 (%)

(合 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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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采用其他方法it提堺敗准各的:

狙合名称 方法悦明

狙合 1内 部及美朕方鹿牧款項
除有碗定依据表明元法牧回全額汁提杯敗准各外,不

碗汰不敗准各

単項汁提邦敗准各的理由 渉及訴漆或対成牧款項金額存在争洪的成牧款項

杯敗准各的it提方法
単独逆行減値測拭,如果客肌江据表明其友生了減値的 ,

根据其未来lF■金流量低干其敗面枡値的差額碗汰減値損失

(十一)存貨

1.存貨的分癸

存貨分癸力:庫存商品、友出商品、低値易耗品、己完工未錆算工程等。

存貨在取得吋,按成本逃行初始it量 ,友出吋按加枚平均法if倫。

2.存貨可交現浄値的碗定依据及存貨政介准各的it提方法

期末対存貨避行全面清査后,按存貨的成本与可交現浄値敦低提取或調整存貨鉄介准各。

声成品、庫存商品和用干出告的材料等直接用千出告的商品存貨,在正常生声径菅道程中,

以核存貨的倍it告枡減去倍it的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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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生声径菅道程中,以所生声的声成品的倍it告介減去至完工吋倍

it杵要友生的成本、倍it的梢告費用和相美税費后的金額,碗定其可交現浄値;力執行梢告

合同或者芳分合同而持有的存貨,其可交現浄値以合同扮格力基硼it算 ,若持有存貨的数量

多千硝告合同iT賄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貨的可交現浄値以一般硝告徐格力基拙it算 。

期末按照単今存貨項目it提存貨践介准各;但対干数量繁多、単竹較低的存貨,按照存

貨癸別it提存貨鉄扮准各:ち在同一地区生声和硝告的声品系列相美、具有相同或癸似最終

用途或目的,且荘以与其他項目分升it量 的存貨,只J合井it提存貨鉄徐准各。

以前減遭存貨倫値的影的因素己径消失的,減妃的金額予以恢隻,井在原己it提 的存貨

映竹准各金額内特回,特回的金額if入 当期損益。

3.存貨的盤存制度

采用永紋盤存制 。

4.低値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搾硝方法

低値易耗品采用一次橋梢法

(十二)剣分力持有待告資声

1.剣分力持有待告碗汰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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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単坂金額員不重大但単項it提杯敗准各的庇牧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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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狙成部分必須在其当前状況下供根据出告此癸姐成部分的慣常条款即可立即出

告;

(2)企並己径就赴畳核姐成部分作出決波,如按規定需得到股木批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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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釜汀了不可撤硝的特性祢洪 ;

(4)核項特性格在一年内完成。

2.剣分力持有待告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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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浄残値反映其公允枡値減去楚畳費用后的金額,但不超道符合持有待告条件吋核項固定資

声的原敗面倫値,原敗面徐値高予調整后預it浄残値的差額,皮作力資声減値損失it入当期

損益。持有待告的固定資声不it提折旧或搾梢,按照敗面伶値与公允介値減去赴畳費用后的

浄額執低選行it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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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逃延所得税資声、《企並会汁准只J第 22号―一金融工具碗汰和it量》規疱的金融資声、

以公允徐値it量 的投資性房地声和生物資声、保隆合同中声生的合同枚利。

(十三)挨期股枚投資

1.投資成本的碗定

(1)企並合井形成的長期股枚投資,具体会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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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式取得的掟期股枚投資

以支付現金方式取得的K期股枚投資,按照実隊支付的賄興徐款作力初始投資成本。初

始投資成本包括与取得K期股杖投資直接相美的費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以友行枚益性II券取得的掟期股枚投資,按照友行枚益性IIE券 的公允伶値作力初始投資

成本;友行或取得自身枚益工具吋友生的交易費用,可直接月属干71■益性交易的状収益中拍

減。

在ヨト貨市性資声交換具各商並実疲和換入資声或換出資声的公允枡値能彰可皐it量的

前提下,1卜貨市性資声交換換入的掟期股枚投資以換出資声的公允4J4値 力基硼碗定其初始投

資成本,除ヨト有碗当iI据表明換入資声的公允介値更加可皐;不満足上述前提的ヨト貨市性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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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債分重須取得的長期股叔投資,其初始投資成本按照公允枡値力基硼碗定。

2.后鉄汁量及損益碗汰

(1)成本法

本公司能鯵対被投資単位実施控制的K期股枚投資采用成本法核算,井按照初始投資成

本it徐 ,追加或牧回投資調整掟期股枚投資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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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取得投資吋実隊支付的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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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碗汰力当期投資牧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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収益法核算:対千其中一部分通辻凩

隆投資机杓、共同基金、信托公司或包括投連陰基金在内的癸似主体同接持有的咲菅企立的

収益性投資,采用公允倫値it量且其交功it入損益。

K期股枚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大干投資吋庇享有被投資単位可排汰浄資声公允徐値分

額的差額,不調整長期股枚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初始投資成本小予投資吋庇享有被投資単

位可排汰浄資声公允倫値扮額的差額,it入当期損益。

本公司取得長期股枚投資后,按照庇享有或成分担的被投資単位実現的浄損益和其他繰
合牧益的分額,分別碗汰投資収益和其他繰合収益,同吋調整長期股枚投資的敗面徐値;井
按照被投資単位宣告分派的利洞或現金股利it算皮享有的部分,相庇減少長期股杖投資的敗

面徐値;対千被投資単位除浄損益、其他宗合収益和利洞分配以外所有者枚益的其他交功 ,

調整K期股枚投資的敗面伶値井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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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汰
資声等的公允徐値力基砧,対被投資単位的浄利洞逃行調整后碗汰。本公司与朕菅企立、合
菅企立之同友生的未実現内部交易損益按照座享有的比例it算月属千本公司的部分予以抵
硝,在此基砧上碗汰投資損益。

本公司碗汰度分担被投資単位友生的号損吋,按照以下順序逃行処理:首先,沖減掟期
股枚投資的敗面倫値。其次,長期股枚投資的敗面伶値不足以沖減的,以其他実反上杓成対
被投資単位浄投資的長期71■益敗面徐値力限継察碗汰投資損失,沖減く期庇牧項目等的敗面
徐値。最后,径道上述処理,按照投資合同或跡波釣定企並例承担額外叉各的,按預it承担
的文各碗汰預it負債,if入当期投資損失。

被投資単位以后期同実現盈利的,公司在拍除未碗汰的言損分担額后,按均上述相反的
順序処理,減氾己碗汰預it負債的敗面余額、恢夏其他実反上杓成対被投資単位浄投資的K
期収益及長期股枚投資的敗面伶値后,恢夏碗汰投資牧益。

3.長期股枚投資核算方法的特換

(1) 公允枡値it量韓収益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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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和if

量准只J遺行会it処理的枚益性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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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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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値加上新増投資成本之和,作力改按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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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允伶値与敗面徐値之同的差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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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it入其他宗合収益的累it公允徐値交劫結入改按枚益法核算的当期損益。

按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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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ヒ例it算碗定的座享有

被投資単位在追加投資日可排汰浄資声公允介値分額之同的差額,調整長期股杖投資的敗面

介値,井it入 当期菅立外牧入。

(2) 公允徐値汁量或杖益法核算鶉成本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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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it

量准只J逃行会it処理的収益性投資,或原持有対咲菅企並、合菅企並的長期股枚投資,因追

加投資等原因能じ対ヨト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資単位実施控制的,在編制今男1財各扱表吋,按照

原持有的股枚投資敗面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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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殉采日之前持有的股枚投資因采用枚益法核算而碗汰的其他鰊合牧益,在処畳該項投資

吋采用与被投資単位直接赴畳相美資声或負債相同的基硼逃行会it処理。

殉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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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量》的

有美規定逃行会it処理的,原it入其他宗合ll■益的累it公允介値交功在改按成本法核算吋結

入当期損益。

(3) 収益法核算特公允倫値it量

本公司因処畳部分股杖投資等原因文失了対被投資単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的的,赴畳

后的乗1余股枚改按 《企立会it准只J第 22号――金融工具碗汰和it量》核算,其在文失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噛之日的公允徐値与敗面伶値之同的差額it入 当期損益。

原股杖投資因来用杖益法核算而碗汰的其他繰合収益,在終止采用収益法核算吋采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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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成本法橋収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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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制企別財分扱

表吋,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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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按枚益法核

算,井対核乗l余股71■祝同自取得吋即采用杖益法核算逃行凋整。

(5) 成本法橋公允伶値it量

本公司因赴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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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財分扱

表吋,赴畳后的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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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只J第 22号――金融工具碗汰和it量》的有美規定遺行会it処理,其在喪失控制之日的

公允倫値与敗面徐値同的差額it入 当期損益。

4.長期股杖投資的処置

楚畳K期股枚投資,其敗面介値均実際取得介款之同的差額,庇当it入 当期損益。采用

枚益法核算的K期股杖投資,在赴畳核坂投資吋,采用与被投資単位直接楚畳相美資声或負

債相同的基拙,接相成しヒ例対原it入其他繰合ll■益的部分逆行会it処理。

処置対子公司股枚投資的各項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経済影的符合以下一TIF或多神情況 ,

34/75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5半年度報告

杵多次交易事項作カー流子交易逃行会it処理 :

(1) 逮些交易是同吋或者在考慮了彼此影的的情況下汀立的:

(2) 遠些交易整体オ能込成一項完整的商立結果 ;

(3) 一項交易的友生取決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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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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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千一批子交易的,

区分今別財各扱表和合井財分扱表選行相美会it処理 :

(1)在今別財分報表中,対干処畳的股枚,其敗面徐値与実隊取得倫款之目的差額it

入当期損益。赴畳后的乗1余股杖能じ対被投資単位実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的的,改按枚

益法核算,井対該剰余股杖祝同自取得吋即采用杖益法核算避行調整:赴畳后的剰余股71■不

能対被投資単位実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的的,改按 《企並会it准只J第 22号一一金融工

具碗汰和it量》的有美規定i■行会it処理,其在喪失控制之日的公允枡値与敗面枡値同的差

額it入 当期損益。

(2)在合井財分報表中,対干在喪失対子公司控制枚以前的各項交易,処畳介款与赴

畳掟期股枚投資相庇対享有子公司自殉采日或合井日升始持紋it算 的浄資声分額之同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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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杖吋,対干剰余股杖,按照其在喪失控制枚日的公允伶値遊行重新汁量。処畳股枚取得的

対枡与剰余股枚公允愉値之和,減去按原持股しヒ例it算皮享有原有子公司自殉要日升始持紋

it算的浄資声的分額之同的差額,it入喪失控制枚当期的投資ll■益,同 吋沖減商誉。与原有

子公司股杖投資相美的其他鰊合収益等,在喪失控制杖吋特力当期投資ll■益。

赴置対子公司股枚投資宜至喪失控制枚的各項交易属干一抗子交易的,杵各項交易作力

一項処置子公司股枚投資井喪失控制杖的交易逃行会it処理,区分介別財努扱表和合井財各

扱表選行相美会it処理 :

(1)在今別財努報表中,在喪失控制杖之前毎一次赴畳徐款与赴畳的股71■対鹿的掟期

股枚投資敗面介値之同的差額,碗汰力其他繰合収益,在喪失控制枚吋一井特入喪失控制枚

当期的損益。

(2)在合井財各扱表中,在文失控制枚之前毎一次楚畳倫款与処置投資対立的享有核

子公司浄資声分額的差額,碗汰力其他繰合収益,在喪失控制枚吋一井特入喪失控制叔当期

的損益。

5。 共同控制、重大影哺的判断林准

如果本公司按照相美釣定与其他参与方集体控制某項安排,井且対核安排回扱具有重大

影的的活動決策,需要径道分享控制枚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吋オ存在,只J祝力本公司均其他参

与方共同控制某項安‖F,核安排即属干合菅安‖F。

合菅安‖F通道単独主体送成的,根据相美豹定≠1断本公司対核単独主体的浄資声享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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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吋,特核単独主体作力合菅企並,采用枚益法核算。若根据相美釣定半J断本公司井ヨト対該

単独主体的浄資声享有枚利吋,咳単独主体作力共同径菅,本公司碗汰与共同姪菅利益分額

相美的項目,井按照相美企並会it准只J的規定逃行会it処理。

重大影的,是指投資方対被投資単位的財分和径菅政策有参与決策的枚力,但井不能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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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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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枚力机杓中派有代表;(2)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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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杖、持有井准各増値后斡 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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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値,外的投資性房地声的成本包括殉叉徐款、

相美税費和可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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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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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后紋it量 。対按照成本模式it量 的投資性房地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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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元形資声

相同的搾梢政策執行。

投資性房地声的用途改交力自用吋,自 改交之日起,本公司特該投資性房地声特換力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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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換力投資性房地声。友生特換吋,以結換前的敗面徐値作力橋換

后的入朕伶値。

当投資性房地声被処畳,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預汁不能炊其赴畳中取得経済利益吋,終

止碗汰該項投資性房地声。投資性房地声出告、特士、扱慶或毀損的赴畳牧入拍除其敗面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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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芳勢、出租或径菅管理而持有,井且使用寿命超述一介会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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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核固定資声有美的姪済利益彼可能流入企並 ;

(2)核固定資声的成本能修可皐地it量 。

2.固定資声初始it量

本公司固定資声按成本逃行初始it量 。其中,外的的固定資声的成本包括妥徐、逆口美

税等相美税費,以及力使固定資声送到預定可使用状恣前所友生的可宜接月属干該資声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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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支出。自行建造固定資声的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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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投入的固定資声,按投資合同或切波豹定的倫値作力入敗倫値,但合同或跡

波豹定徐値不公允的按公允扮値入敗。賄興固定資声的介款超辻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実

反上具有融資性反的,固定資声的成本以賄要倫款的現値力基硼碗定。実隊支付的介款与殉

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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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声后銭汁量及処畳

(1) 固定資声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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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的固定資声,只J在未来期同按拍除減値准各后的敗面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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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浄残値和折旧方法避行夏核,如与原先借it数存在

差昇的,逃行相鹿的調整。

各楽固定資声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

美別

房屋及建筑物

這愉没各

折旧方法

年限平均法

:旧
年限 (年 )i 残イ

30       1

年折旧率 (%)

3.17

年限平均法 23.75

屯子没各及其他 年限平均法 3-5 19～31.67

(2) 固定資声的后紋支出

葛固定資声有美的后紋支出,符合固定資声碗汰条件的,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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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声赴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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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固定資声出告、結■、扱慶或毀損的姓畳牧入拍除其敗面伶値和相美税費后的金額it入

当期損益。

4.融資租入固定資声的決定依据、it枡和折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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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資声的所有杖韓移給本公司。

(2)本公司有賄興租賃資声的逸拝枚,所iT立的賄興伶款預it将近低予行使逸拝枚吋

租賃資声的公允伶値,因而在租賃汗始日就可以合理碗定本公司将会行使逮神逸拝杖。

(3)即使資声的所有杖不特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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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相当干租賃升始日租賃資声公

允介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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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値与最低租賃付款額的現値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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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校低者,作力入敗介値。最低租賃付款額作力長期鹿付款的入敗枡値,其差額作力未碗

汰融資費用。在租賃淡半J和釜iT租賃合同道程中友生的,可月属干租賃項目的手紋費、律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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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同采用実際利率法逃行分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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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じ合理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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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提折旧。元法合理碗定租

賃期届満吋能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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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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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実際成本由建造核項資声迷到預定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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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幼的相美税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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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縮橋力固定資声的林准和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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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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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迷到預定可使用状恣之日起,根据工程預算、造枡或者工程実際成本等,按借it的伶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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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実隊成本調整原来的哲借倫値,但不凋整原己it提的折旧額。

(十七)借款費用

1.借款費用資本化的碗汰原只J

公司友生的借款費用,可直接月属千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的殉建或者生声的,在符合

資本化条件的情呪下升始資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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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吋同的賄建或者生声活動オ能迷到預定可

使用或者可梢告状恣的固定資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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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移ヨ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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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資声迷到萩定可使用或者可硝告状恣所必要的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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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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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化的期同不包括在内。

当賄建或者生声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送到預定可使用或者可硝告状恣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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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完工且可単独使用吋,核部分資

声借款費用停止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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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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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建或生声辻程中友生的♯正常中断、且中断吋同連銭超辻 3

今月的,只J借款費用哲停資本化;核項中断如是所殉建或生声的符合資本化条件的資声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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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費用碗汰力当期損益,宣至資声的賄建或者生声活劫重新升始后借款費用墾紋資本化。

4.借款費用資本化金額的it算方法

寺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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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行哲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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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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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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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碗定一般借款鹿予資本化的利息金額。資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枚平

均利率汁算碗定。

借款存在折伶或者溢徐的,按照実隊利率法碗定毎一会it期同鹿搾硝的折伶或者溢倫金

額,調整毎期利息金額。

(十八)元形資声与牙友支出

1.元形資声的初始it量

外殉元形資声的成本,包括殉要愉款、相美税費以及直接月属千使核項資声込到預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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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的,元形資声的成本以殉妥枡款的現値力基砧碗定。

債雰重姐取得債各人用以抵債的元形資声,以核元形資声的公允倫値力基Fdl碗 定其入敗

徐値,井将重姐債各的敗面伶値与核用以抵債的元形資声公允徐値之同的差額,it入 当期損

益。

在ヨト貨FF性資声交換具各商立実反且換入資声或換出資声的公允枡値能じ可皐it量的

前提下,1卜貨市性資声交換換入的元形資声以換出資声的公允徐値力基拙碗定其入敗介値 ,

除♯有碗当iIE据表明換入資声的公允倫値更加可皐;不満足上述前提的♯貨市性資声交換 ,

以換出資声的敗面徐値和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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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値碗定其入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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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値;以ヨト同一控制下的企並吸収合井方式取得的元形資声按公允徐値碗定其入敗倫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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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費、在升友道程中使用的其他寺利枚和特許枚的搾硝以及満足資本化条件的利息費用,以

及力使核元形資声込到預定用途前所友生的其他直接費用。

2.元形資声的后壌it量

本公司在取得元形資声吋分析半J断其使用寿命,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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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銭法搾梢。毎期末 ,

対使用寿命有限的元形資声的使用寿命及搾梢方法選行夏核,如均原先倍汁数存在差昇的,

逆行相皮的調整。

姪夏核,本期期末元形資声的使用寿命及搾硝方法与以前倍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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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夏核。如

果期末重新夏核后働力不碗定的,在毎今会it期同銚紋遊行減値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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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剣分公司内部研究牙友項目的研究隣段和牙友隣段具体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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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的隣段。

升友除段:在逃行商立性生声或使用前,杵研究成果或其他知沢庇用干某項汁支J或没it,

以生声出新的或具有実反性改選的材料、装置、声品等活動的除段。

内部研究升友項目研究隣段的支出,在友生吋汁入当期損益。

4.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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隣段的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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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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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3)元形資声声生経済利益的方式,包括能じII明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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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形資声将在内部使用的,能鯵iIE明其有用性 ;

(4)有足じ的技木、財各資源和其他資源支持,以完成核元形資声的牙友,井有能力

使用或出告該元形資声 :

(5)月属千咳元形資声升友除段的支出能鯵可皐地it量 。

不満足上述条件的升友除段的支出,千友生吋汁入当期損益。以前期同己汁入損益的升

友支出不在以后期同重新碗汰力資声。己資本化的升友隣段的支出在資声負債表上列示力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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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支出,自 核項目送到預定用途之日起特力元形資声。

(十九)長期資声減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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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掟期資声存在

減値述象的,以単項資声力基拙倍it其可牧回金額;准以対単項資声的可牧回金額逆行倍it

的,以核資声所属的資声狙力基IIL碗 定資声俎的可牧回金額。

資声可牧回金額的倍it,根据其公允徐値減去赴畳費用后的浄額均資声預it未来現金流

量的現値両者之同校高者碗定。

可ll■ 回金額的it量結果表明,長期資声的可牧回金額低千其敗面徐値的,特長期資声的

敗面伶値減氾至可牧回金額,減氾的金額碗汰力資声減値損失,it入当期損益,同吋it提相

座的資声減値准各。資声減値損失一径碗汰,在以后会it期 同不得特回。

資声減値損失碗汰后,減値資声的折旧或者搾硝費用在未来期同作相庇調整,以使核資

声在剰余使用寿命内,系銃地分搾調整后的資声敗面介値 (拍除預汁浄残値 )。

因企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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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逃行減値沢1拭。

商誉結合与其相美的資声姐或者資声俎姐合選行減値沢1拭。在対包合商誉的相美資声姐

或者資声姐姐合遊行減値淑1拭吋,如与商誉相美的資声須或者資声須須合存在減値述象的,

先対不包含商誉的資声姐或者資声姐姐合逃行減値沢1拭 ,it算可牧回金額,井与相美敗面介

値相じヒ校,碗汰相庇的減値損失。再対包合商誉的資声狙或者資声須狙合逃行減値沢l拭 ,しヒ

校逮些相美資声姐或者資声須姐合的敗面伶値 (包括所分搾的商誉的敗面伶値部分)与其可

牧回金額,如相美資声姐或者資声須狙合的可牧回金額低干其敗面枡値的,碗汰商誉的減値

損失。

(二十)K期 待搾費用

K期待搾費用,是指本公司己姪友生但庇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負担的分雄期限在 1年以上

的各項費用。K期待搾費用在受益期内按直接法分期搾硝。

(二十一)双工薪酬

駅工薪酬,是指本公司力荻得取工提供的服分或解除労劫美系而給予的各神形式的扱酬

或ネト僕。取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高駅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K期駅工福利。

1.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是指本公司在駅工提供相美服努的年度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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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的会it期 同,格

鹿付的短期薪酬碗汰力負債,井根据取工提供服勢的受益対象汁入相美資声成本和費用。

2.高駅后福利

高以后福利是指本公司力荻得駅工提供的服各而在取工退休或与企立解除芳劫美系后 ,

41/75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5半年度報告

提供的各神形式的扱酬和福利,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高駅后福利itt」分癸力没定提存

it支J和没定受益it支 J。

高駅后福利没定提存ittJ主要力参加由各地方功及社会保障机杓姐駅実施的社会基本

券老保隆、失並保陰等:在駅工力本公司提供服各的会汁期同,特根据没定提存it支Jit算的

鹿数存金額碗決力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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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其他的支付叉各。

3.辞退福利

辞退福利是指本公司在取工芳功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駅工的芳功美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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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入 当期損益。

4.其他K期取工福利

其他く期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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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J条件的其他長期取工福利,在取工力本公司提供服各的会it期同,

特座数存金額碗汰力負債,井 it入 当期損益或相美資声成本。

(二十二) 預it負債

1.預it負債的碗快林准

与或有事坂相美的叉分同吋満足下列条件吋,本公司碗汰力預it負債 :

核叉分是本公司承担的現吋叉努 :

履行核叉各彼可能早致経済利益流出本公司;

核叉分的金額能修可皐地it量。

2.預汁負債的it量方法

本公司預it負債按履行相美現吋叉各所需的支出的最佳倍it数逃行初始it量 。

本公司在碗定最佳倍it数吋,鰊合考慮与或有事項有美的凩隆、不碗定性和貨市吋同倫

値等因素。対千貨市吋同徐値影的重大的,通道対相美未来現金流出逃行折現后碗定最佳倍

it数 。

最佳倍it数分別以下情況処理 :

所需支出存在一介達紋疱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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銭疱曰 (或区同),或旦然存在一介達銭疱国但核疱国内各fll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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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定;如或有事項渉及多今項目的,只J最佳倍it数按各神可能緒果及相美概率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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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ネト僕的,ネト僕金額在基本碗定能

修牧到吋,作力資声単独碗決,碗汰的ネト僕金額不超述預it負債的敗面竹値。

(二十三) 股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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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分支付的神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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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益工具公允介値的碗定方法

対干授予的存在活妖市場的期枚等枚益工具,按照活妖市場中的扱枡碗定其公允倫値。

対干授予的不存在活朕市場的期枚等枚益工具,采用期枚定4JO模 型等碗定其公允伶値,逸用

的期枚定徐模型考慮以下因素:(1)期枚的行枚徐格;(2)期枚的有敷期;(3)林的股分的
J/mL行介格;(4)股倫預汁波功率;(5)股分的預it股利;(6)期枚有敷期内的元凩陰利率。

在碗定枚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徐値吋,考慮股分支付跡波規定的可行枚条件中的市場条

件和♯可行枚条件的影噛。股分支付存在1卜可行枚条件的,只要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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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碗決己得到服各相対庇的成本費用。

3.碗定可行枚収益工具最佳倍it的依据

等待期内毎今資声負債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枚取工人数交功等后紋信息作出最佳
倍it,修正預it可行枚的枚益工具数量。在可行枚日,最冬預it可行枚枚益工具的数量与実
隊可行枚数量一致。

4.実施、修改、終止股分支付it剣 的相美会il処理

以枚益結算的股分支付,按授予駅工枚益工具的公允伶値if量 。授予后立即可行枚的,

在授予日按照枚益工具的公允徐値it入相美成本或費用,相庇増加資本公秋。在完成等待期
内的服努或迷到規定並須条件オ可行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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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力基拙,按照収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徐値,将当期取得的服努it入相
美成本或費用和資本公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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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額逃行調整。

以現金錯算的股分支付,按照本公司承担的以股分或其他収益工具力基硼it算碗定的負
債的公允徐値i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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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値it入相美
成本或費用,相庇増加負債。在完成等待期内的服雰或送到規定並象条件以后オ可行枚的以
現金結算的股分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毎企資声負債表日,以対可行枚情況的最佳借it力基拙 ,

按照本公司承担負債的公允倫値金額,特当期取得的服努it入成本或費用和相鹿的負債。在
相美負債結算前的毎今資声負債表日以及結算日,対負債的公允介値重新it量 ,其交功if入

当期損益。

5.対干存在修改条款和条件的情呪的,本期的修改情況及相美会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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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Nll余等待期内庇碗汰的金額立即it入 当期損益,同吋碗汰資本公釈。取ェ或其他方
能修逸拝満足ヨト可行枚条件但在等待期内未満足的,本公司杵其作力授予枚益工具的取消楚
理。

(二十四) 伐先股、永銭債等其他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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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技照金融工具准只J的規定,根据所友行仇先股、永紋債等金融工具的合同条款及

其所反映的経済実反而ヨト供以法律形式,結合金融負債和枚益工具的定叉,在初始碗汰吋将

核金融工具或其姐成部分分癸力金融負債或板益工具 :

1.符合下列条件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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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努 ;

(2)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其他方交換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的合同叉各 ;

(3)特来須用或可用企立自身枚益工具避行結算的ヨト衛生工具合同,且企立根据咳合

同特交付可変数量的自身枚益工具 ;

(4)将来須用或可用企並自身枚益工具進行結算的街生工具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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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友行的金融工具分癸力収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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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其

他方交換金融資声或金融負債的合同叉各 ;

(3)将来須用或可用企立自身枚益工具結算核金融工具的,如該金融工具カヨF衛生工

具,不包括交付可変数量的自身収益工具逆行結算的合同叉分;如力衛生工具,企立只能通

述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枚益工具交換固定金額的現金或其他金融資声結算核金融工具。

3. 会汁処理方法

対千月癸力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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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的利洞分

配,其回賄、注梢等作力枚益的交功処理,手紋費、佃金等交易費用炊枚益中拍除;

対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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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按照借款費用選行処理 ,

其回賄或敗回声生的利得或損失等it入当期損益,手紋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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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告商品牧入碗汰吋目的具体判断林准

公司己杵商品所有枚上的主要凩隆和報酬結移給殉采方;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枚相朕

系的墾紋管理枚,也没有対己告出的商品実施有敷控制;ll■入的金額能じ可集地it量 ;相美

的径済利益彼可能流入企並;相美的己友生或将友生的成本能じ可皐地it量吋,碗汰商品硝

告収入実現。

2.碗汰■渡資声使用枚ll■入的依据

与交易相美的経済利益彼可能流入企並,牧入的金額能じ可集地it量吋,分男J下列情況

碗定士渡資声使用叔牧入金額 :

(1)利息収入金額,按照他人使用本企立貨市資金的吋同和実際利率it算碗定。

(2)使用費ll■入金額,按照有美合同或切洪豹定的ll■費吋同和方法it算碗定。

3.按完工百分比法碗汰建造合同ll■入吋,碗定合同完工逃度的依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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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声負債表日提供芳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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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合同的完工避度,依据己径友生的成本占預算息成本的♭ヒ例碗定。

按照己牧或皮ll■ 的合同或切洪枡款碗定建造合同牧入恵額,但 己牧或皮牧的合同或跡波

枡款不公允的除外。資声負債表日按照建造合同牧入息額乗以完工逃度拍除以前会it期同累

it己碗汰建造合同牧入后的金額,碗汰当期建造合同ll■入;同吋,按照建造合同預算忠成本

乗以完工逃度拍除以前会it期 同累it己碗汰芳分成本后的金額,結特当期芳分成本。

在資声負債表日提供労各交易結果不能修可皐倍汁的,分男J下列情況処理 :

(1)己径友生的建造合同成本預it能じ得到ネト僕的,按照己径友生的建造合同成本金

額碗決建造合同ll■入,井按相同金額結特建造合同成本。

(2)己径友生的建造合同成本預it不能鯵得到ネト僕的,特己径友生的建造合同成本it

入当期損益,不碗汰建造合同牧入。

4.碗汰染修芳分ll■入的依据

在資声負債表日提供芳努交易的結果能修可皐倍it的 ,井且在同一年度内汗始井完成 ,

芳努己径提供井牧到介款或取得牧到倫款的依据吋碗汰芳各牧入的実現。

(二十六) 政府ネト助

1.美型

政府ネト助,是本公司炊政府元僕取得的貨市性資声与ヨト貨市性資声,但不包括政府作力

企立所有者投入的資本。根据相美政府文件規定的ネト助対象,格政府ネト助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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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干殉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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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ネト助的碗汰

対期末有II据表明公司能鯵符合財政扶持政策規定的相美条件且預汁能じ牧到財政扶

持資金的,按庇牧金額碗汰政府ネト助。除此之外,政府ネト助均在実隊牧到吋碗汰。

政府ネト助力貨市性資声的,按照ll■ 到或庇牧的金額it量。政府ネト助カヨト貨市性資声的,

按照公允介値it量 ;公允愉値不能じ可皐取得的,按照名叉金額 (人民市 1元 )if量 。按照

名叉金額it量 的政府ネト助,直接it入 当期損益。

3。 会it処理方法

与資声相美的政府ネト助,碗汰力遠延収益,按照所建造或殉興的資声使用年限分期it入

菅並外収入 ;

与収益相美的政府ネト助,用干ネト僕企並以后期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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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入 当期菅並外牧入;用子ネト僕企並己友生的相美費用或損失的,取

得吋直接it入 当期菅並外収入。

己碗汰的政府ネト助需要返逐吋,存在相美遠延ll■ 益余額的,沖減相美遡延牧益敗面余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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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部分it入 当期損益;不存在相美遠延収益的,直接汁入当期損益。

(二十七) 通延所得税資声和通延所得税負債

遠延所得税資声和遠延所得税負債根据資声和負債的it税基硼与其敗面徐値的差額 (哲

吋性差昇)it算碗汰。子資声負債表日,逓延所得税資声和遠延所得税負債,按照預期牧回

核資声或清僕該負債期同的適用税率it量 。

1.碗汰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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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鯵結特以后年度的可抵拍言損和税

款抵減的庇幼税所得額力限,碗汰由可抵拍哲吋性差昇声生的逓延所得税資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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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延所得税資声不予碗汰:(1)該

交易不是企並合井;(2)交易友生吋既不影的会it利洞也不影的座幼税所得額或可抵拍号損。

対予与朕菅企並投資相美的可抵拍哲吋性差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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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回,且未来彼可能荻得用来抵拍可抵拍暫

吋性差昇的座幼税所得額。

2.碗汰通延所得税負債的依据

公司将当期与以前期同庇交未交的庇幼税哲吋性差昇碗汰力遠延所得税負債。但不包括 :

(1)商誉的初始碗汰所形成的哲吋性差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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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洞,也不

影噛庇幼税所得額 (或可抵拍号損)所形成的哲吋性差昇 :

(3)対干与子公司、朕菅企立投資相美的鹿幼税暫吋性差昇,核暫吋性差昇特回的吋
同能鯵控制井且該暫吋性差昇在可預兄的未来彼可能不会結回。

3。 同吋満足下列条件吋,特通延所得税資声及通延所得税負債以抵硝后的浄額列示
(1)企並棚有以浄額結算当期所得税資声及当期所得税負債的法定枚利 :

(2)逃延所得税資声和遠延所得税負債是与同一税牧征管部,1対同一幼税主体征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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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延所得税資声和通延

所得税負債積回的期国内,渉及的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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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僕債努。

(二十八) 租賃

如果租賃条款在実反上特与租賃資声所有杖有美的全部凩隆和扱酬特移給承租人 ,核租

賃力融資租賃,其他租賃只J力径菅租賃。

1.盗菅租賃会汁処理

(1)公 司租入資声所支付的租賃費,在不拍除免租期的整今租賃期内,按宜銭法逃行

分搾,汁入当期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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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声出租方承担了鹿由公司承担的与租賃相美的費用吋,公司将核部分費用双租金忌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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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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租賃期内,按宜銭法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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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今租賃期同内按照与租賃牧入碗汰相同的基硼分期it入 当期

牧益。

公司承担了皮由承租方承担的均租賃相美的費用吋,公司将核部分費用炊租金牧入恵額

中拍除,按拍除后的租金費用在租賃期内分配。

2。 融資租賃会it処理

(1)融資租入資声:公司在承租升始日,将租賃資声公允倫値ち最低租賃付款額現値

両者中校低者作力租入資声的入敗介値,杵最低租賃付款額作力長期皮付款的入敗介値,其

差額作力未碗汰的融資費用。

公司采用実隊利率法対未碗汰的融資費用,在資声租賃期国内搾梢,it入財各費用。

(2)融資租出資声:公司在租賃升始日,将庄牧融資租賃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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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力租賃牧入,公司友生的

与出租交易相夫的初始直接費用,it入座牧融資租賃款的初始it量 中,井減少租賃期内碗汰

的収益金額。

(二十九) 重要会it政策、会it倍汁的変更

1.会汁政策変更

本公司己執行財政部予 2014年頒布的下列新的及修iT的企並会it准只J:

《企立会汁准只J―基本准スJ》 (修 iT)、 《企立会it准スJ第 2号――K期股枚投資》(修

iT)、 《企並会it准只J第 9号一―取工薪酬》(修 iT)、 《企並会it准只J第 30号一―財分

扱表列扱》(修 iT)、 《企立会it准只J第 33号――合井財分扱表》(修汀 )、 《企並会it准只J

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扱》(修 iT)、 《企立会it准只J第 39号一一公允枡値it量》、 《企

並会it准只J第 40号――合菅安‖F》、 《企並会it准只J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枚益的披

露》 。

新制定或修iT的会it准只J的変化,未声生需本公司逃行追湖調整的事坂。

2.会 itttit変更

本扱告期主要会itttif未友生変更。

税項

本公司主要税神和税率

税  神 汁税依据

1按税法規定it算的梢告貨物和成税芳各牧入力基拙it算

増値税     1梢 項税額,在拍除当期允許抵拍的遊項税額后,差額部

1分力成交増値税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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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立税

城市鍵押建没税

按庄税菅立牧入汁征

按実隊激納的菅立税、増値税及消費税it征

企立所得税 技庇幼税所得額if征

(二 )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主要税神和税率

税 神 汁税依据

按税法規定it算的硝告貨物和庇税芳分牧入力基硼汁算

増値税 梢項税額,在抑除当期允許抵抑的逃項税額后,差額部

1分力皮交増値税
1      …

菅立税     1按 庇税菅並 ll■ ttit征
1            .

城市雛押建没税  :按実隊数幼的菅立税、増値税及消費税it征

企立所得税   :按 庄納税所得額it征

六、 合井財分扱表主要坂 目注粋

(以下金額単位若未特別注明者均力人民市元 )

注澤1.貨市資金

税 率

17%

25%

其他貨市資金

合 it

存放在境外的款項恙額

:     期末余額

:                      74,768.93

7,550,070.15

8,213,378.99

項  目 期初余額

庫存現金

銀行存款

65,138.43

6,862,173.00

711,826.00

7,639,137.43

裁至 2015年 6月 30日 止,本公司因反押受限制的貨市資金明細如下 :

項  目

銀行承党江票保iIE金

信用iIEttiIE金

履豹保iIE金

用予担保的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

注F_r2.庇 ll■票据

1.鹿 ll■票据的分癸

項 目

銀行承見7E票

期末余額 期初余額

588,539.91

161,450.00

550,376.00

588,539。 91: 711,826.00

期末余額 期初余額

1,754,000.00 1,600,000.00

商立承党江票 1,371,384.31

合it 1,754,000.00

2.期末公司己反押的鹿ll■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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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期末己反押金額

銀行承見江票 854,000.00

854,000.00

3.鹿 ll■票据其他悦明

本報告期庇牧票据中元持本公司 5%以上 (合 5%)表決杖股分的股木単位欠款。

注F_P3.庇 llA敗款

1.鹿 ll■敗款分癸披露

期末余額

神美 敗面余額

しヒタJ(%)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独汁

提不敗准各的庇牧敗款

按信用凩陰特征狙合it
50,284,260.37

提不敗准各的庇牧敗款

単項金額量不重大但単

敗准各的鹿牧独it提不

賭款

合it 50,284,260.37 100.00%

期初余額

敗面余額 不敗准各

しヒタ」(%) 金 額

1 2,413,012.78

47,533,501.97

敗面枡値

36,051,690.58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独it

提杯敗准各的庄牧敗款

按信用凩陰特征姐合it

提杯敗准各的座牧敗款

単項金額呈不重大但単

独汁提邦敗准各的庄牧

敗款

合i■

汁提比例 (%)

2,750,758.40
47,533,501.97

38,464,703.36

汁提比例 (%)

須合中,按敗蛉分析法it提杯敗准各的庇牧敗款

敗齢  |
:  庄牧敗款

期末余額         |

:ど荷そ1': 珠巖落暮 :

期初余額

1年以内  i 30,193,853.11 60.05%

34.37%

1.97%

2.97% 448,153.79 1,631,120.62

99,490.12 424,328.09

0.25% 125,963.01 125,963.01

2,750,758.40 1

59.48

31.46

114,386.88

1,210,020.57

261,142.08

489,336.19

212,164.05

125,963.01

150,969.26 1    22,877,375.48

1,728,141.391  12,100,205.74

198,040.83 i  l,305,710.42

合it  i 50,284,260.3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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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欠款方月集的期末余額前五名鹿 ll■敗款

単位名称

内蒙古木隼能源有限責任公司
以内 ,

-2年

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美朕方   | 2,947,473.99 1年以内

内蒙古蓬禾房地声汗友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臥内蒙古自

治区辺防恙臥

中国移劫通信集囲内蒙古有限公

司

合it 16,050,338.61

年

１．
¨

占成牧敗款期末

余額的比例 (%)

12.55%

4.43%

4.32%

31.92%

3.本報告期元報告期前己全額it提杯敗准各,或if提減値准各的じヒ例校大 , 但在本

報告期又全額ll■回或特回,或在本報告期ll■回或終回Lヒ例校大的庇ll■敗款情況。

4。 本報告期元実隊核硝的皮 ll■敗款情況。

5。 本根告期鹿牧敗款中元持本公司 5%以上 (含 5%)表決枚股倫的股末単位欠款。

注澤4.預付款項

1.預付款項按敗齢列示

敗蛉
期末余額

金額 : 琵Jllれ

' :    
基教    | :ι衝(1'

・ ‐  
…

 
… …

   i 
… … … … …

4,857,395,411  90.35

田Q"4M1 7■ 9

5,559,804.34

1至 2年 |

229,354.34

2至 3年

3年以上
121,146.40

132,588.40

預付款吋同 未錆算原因

2014年

2015年

貨物未到貨

貨物未到貨

2014年、 :
2015年

貨物未到貨

貨物未到貨

合it

単位名称

安徴ヽ迷消防没各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新隼通物資貿易有限責任公

司

内蒙古安泰示防火保安没各公司

上海翼萱逃出口有限公司

5,910,305.08

663,421.71

占預付敗款忌額

的比例 (%)

11.71%

5,376,338.15

2.按預付対象月集的期末余額前五名的預付款情児

天津防火泳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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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位名称 期末金額
:占預付敗款忌額

預付款吋同 未結算原因
的しヒタ1(%)

2,705,683.2
合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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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枚股分的股木単位款項。

注澤5。 其他鹿ll■款

1.其他庇llA款分癸披露

期末余額

神美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独汁提

杯敗准各的其他庇牧款

敗面余額 不敗准各

敗面介値
金 額 しヒt可 (%) 金額

it提比例

(%)

按信用凩陰特征狙合it提

不敗准各的其他鹿牧款

5,984,149.35
100.00 310,884.52 5.20 5,673,264.83

単項金額量不重大但単独

it提邦敗准各的其他成牧

款

合il 5,984,149.35 100.00 310,884.52 5,673.264.83

紋 :

邦敗准各的其他度牧款  :
…  …             ,

按信用凩隆特征狙合it提
 i  4,951,357.29

郎敗准各的其他庄牧款

単項金額呈不重大但単独

汁提郎敗准各的其他成牧 10,000.00

款

99.80

期初余額

166,624.67

汁提比例 敗面伶値

(%)

4,784,732.62

10,000.00

4,794,732.62

期初余額

しヒタJ(%) 不敗准各

18,481.83

116,427.19

6,000.00

0.20 1

4,961,357.29 100.00 1 166,624.67

期末余額

19,302.21

153,159.16

9.48% 1  113,423.14

23.51

0.61

杯敗准各

其他庇牧款分癸的悦明:

(1) 姐合中,按敗齢分析法it提不敗准各的其他庇牧款

3,860,442.08

1,531,5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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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00%

25,000.00
0.10

100.00 166,624.67

(2) 狙合中,采用其他方法it提沐敗准各的其他庇牧款

狙合名称 期末余額

汁提しヒ例 (%)
内部及美咲方庇ll■款

合it

2.本期汁提、ll■回或橋回的杯敗准各情況

本扱告期元報告期前己全額汁提杯敗准各,或 it提減値准各的しヒ例絞大,但在本報告期
又全額牧回或鶉回,或在扱告期牧回或橋回しヒ例較大的其他鹿牧款情況。

3.本報告期実隊核硝的其他庇ll■款

本報告期元実隊核梢的其他庄牧款情況。

4.接欠款方月集的期末余額前五名的其他鹿ll■款情況

単位名称 与本公司美系 款項性反 期末余額

天津天一建没集固有限

全コ晏孝■

^分

公ョ
♯美咲方  1 投林保i」E金 800,OoO.oo

姉 浩

y詣鶴鮮鯵‖:… 減‖l』

35,718.82

20,000.Oo

480,402.31

0.40

内蒙古巨隼房地声汗友

集固有限公司

日慧敏

内蒙古隼盛信用担保有

限公司

合if

杢△■暴ェ…IⅢ …■■魚用全

ヨト美瑛方  1 投林保iIE金

8.03

‐   ‐
      1

杢公司員工 | ェ程各用金

300,ooO.oo 1-2年

264,079.13 一年以内

240,520.00 1-2年

2,085,001.4

4 34.84

(含 5%)表決枚股分的股木単位款坂

期初余額

敗面余額

5,950.00

敗面倫値

5,950.00

1,877,914.44 1,877,914.44

ヨF美瑛方  1 履釣保ilE金

5,其他庇牧款其他悦明

本報告期元其他庇牧款中持本公司 5%以上

注澤6.存貨

期末余額

1,839,158.90

40,319,732.28
45,274,257.68

映介准各

45,274,2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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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期末余額 期初会輌

敗面余額 映倫准各 敗面介値 敗面余額 映倫准各 敗面介値
算工程

合it 42,160,571.18 42,160,571.18
47,158,122.12 47,158,122.12

注F_r7.固定資声原俳及累汁折旧

1.固定資声情況

項 目 期初余額 本期増加額 本期減少額 期末余額

8,109,721.52

5,400,oo4.19

1,226,183.00

1,483,534.33

4,509,723.63

2,083,192.98

1,085,078.30

1,341,452.35

3,599,997.89

一、固定資声原介合it 8,106,121.52

1、 房屋建筑物 5,400,Oo4.19

2、 這輸ェ具 1,226,183.00

3、 屯子没各 1,479,934.33 3600.Oo

本期新増 I  本期it提

二、累it折旧合it 4,360,255,79

1、 房屋建筑物 1,997,602.91 85,590.07

2、 送輸ェ具 1,059,186.83 25,891.47

37,986.30

3、 屯子没各 ヽ 1,303,466.05

三、固定資声浄値合汁 3,745,865.73

1、 房屋建筑物 3,402,401.28

3,316,811.21

141,104.70

142,081.98

2、 送輸ェ具 166,996.17

3、 屯子没各

四、固定資声減値准各

累it金額合汁

176,468.28

1、 房屋建筑物

2、 送輸ェ具

3, 5gg, gg7. gg

3, 316, 8il. 21

3、 電子没各

五、固定資声敗面俳値

合II
3,745,865.73

1、 房屋建筑物

2、 近輸ェ具

3、 電子没各

3,402,401.28

166,996.17
141,104.70

142,081.98
176,4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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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元暫吋困畳固定資声、元通辻融資租賃租入的固定資声、元持有待処置的固

定資声。

注F_r8。 通延所得税資声和還延所得税負債

1.己径碗決的遠延所得税資声

項 目

可抵才口暫吋性差昇1逃延所得税資声

資声減値准各 642,500.46

内部交易未実現利潤

可抵拍言損

合it
763,066.50 642,500.46 642,500.46

2。 本報告期元碗汰的通延所得税負債。

注澤9.資声減値准各

項  目 期初余額

堺敗准各 2,579,637.45

存貨欧伶准各

合  it 2,579,637.45 482,005.47 1

注澤10。  短期借款

1.短期借款分癸

抵押借款 9,300,000.00 4,500,000.00

保iIE借款

信用借款

9,300,000.00 4,500,000.00

短期借款分癸的悦明:

2014年 3月 20日 ,公司与米並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笠iT了編号力 “米恨呼

(2014)20H融息字第 16号 "的 《融資息合同》,根据合同釣定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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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万元整。公司以房声IIE号

力呼房杖IIE新城区字第 2004001996号和呼房杖IIE回 民区字第 20H134925号西楚房声作力抵

押。同吋,由莫勇蛉、宋雨洋提供達帯責任保I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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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枚江回民区字第 2007005816号 、呼房板II国 民区字第 2007005817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期末余額

可抵オロ哲吋性差昇1逓延所得税資声

3,061,642.92

3,061,6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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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05825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6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7号 、

呼房枚江回民区字第 2007005828号 、呼房杖江回民区字第 2007005829号 、呼房枚IIE回 民区

字第 2007005830号 、呼房杖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43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44

号、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H109242号 、呼房杖江回民区字第 20H109244号 、呼房杖IIE回

民区字第 20H109245号 、呼房杖II回 民区字第 20HH3259号 的 14赴商鋪作力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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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己途期未僕逐的短期借款

期末余額 期初余額

銀行承党江票 1,197,900.00

商立承見ツE票

合if 1,197,900.00

注澤12. 鹿付雌款

1.敗蛉情況

期末余額

1年 以内

1-2年

19,986,829.55            : 16,925,040.20

4,502,326.34

2-3年 4,033,736.02 4,123,383.76

3年 以上 1,036,768.56 1,263,533.56

29,559,660.47 26,793,548.51

3.本報告期鹿付敗款中元欠美瑛方款項

4,481,590。 99

供庇商      1  201〔
…

    
… … … …

    
…

Ⅲ
… …

 ‐ ^-   1     ・・

江亦建湖亦本化工有限公司  |‐
出末芸雇竜学烹菱王蓬若頑| 

…

ハ ヨ             |

四川天府防火有限公司

合  if

注経13. 預ll■款項

1. 預Ll■敗款敗蛉情況

未付款原因

未到結算期

未到結算期

323,284.00

2,054,155.00

26,533,275.83

未到結算期

注澤 H。  庇付票据

2.本報告期庇付敗款中元欠持本公司 5%以上 (合 5%)表決枚股分的股木単位款項。

4.敗蛉超述一年的重要庇付敗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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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

3年 以上

合if

期末余額

27,507.00

24,907,135.34

2. 販蛉超道一年的重要預 ll■款項:元

注澤14. 庇付取工薪酬

1. 庇付駅工薪酬列示

項  目

短期薪酬

高取后福利―没定提存ittll

辞退福利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福利

合it

短期薪酬列示

項  目 杢期梢力] :  本期減少  :
…工魚、…米全、早賄神1卜賄 9,532,827.04 8,443,108.86: 11,289,823.49

期末余額

6,686,112.41

6,686,112.41

４

¨

２

¨

６
，
¨

８

¨

６

¨

６

¨

取工福利費

社会保陰費

其中:基本医庁保陰費

ネト充医庁保陰

工傷保陰費

生育保陰費

住房公秋金

工会経費和取工教育経費

短期累秋帯薪峡勤

短̈期利燿

`米

傘〉倉烹■赳
其他短期薪酬

没定提存it剣列示

項  目

基本券老保陰

93,782.08

9,532,827.04 8,569,512.611 11,416,227.24 6,686,112.41

期末余額

失立保陰費

合it

8,810,560.811 11,657,275.44

8,810,560.81

9,532,827.04

9,532,827.04 11,657,275.44

-68,915.41 173,212.87

注経 15. 庇交税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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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立税

企立所得税

企人所得税 2,879.46

城市繊押建没税 264,646.32

教育費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36,981,74 35,158.91

3,386,488.25 3,992,225.37

注澤 16。  其他庇付款

1.接敗蛉列示的其他鹿付款

款項性反 期末余額 期初余額

1年以内 5,506,494.07 5,312,545.75

12年 80,848.56 54,764.56

2-3年
23,556.00

3年 以上
1,784.13

合if 5,588,480,24 5,392,650.44

2.本扱告期其他鹿付款中元鹿付持本公司 5%以上 (含 5%)表決枚股分的股末単位

情況。

3.敗蛉超道一年的重要其他皮付款:元

注経17. 股本

股本名称

莫勇蛉

自網隼

弘涛

曹相如

王亜漠

例ヽ波

同慧敏

李原欣

略尤

弘建葬

期燿業   :  杢期梢力]
3,933,00o.001

・

    |

3,259,500.Oo l

本期減少 期末数 所 占 L′伽|

3,933,000.00

3,259,500.00

26.22%

73%

2,493,000.00

1,177,500.Oo

1,150,500.00

856,500.00

244,500.Oo

244,500.00

220,500.Oo

絣‖,I‖|

99,000.oo:       |

2,493,00o.00

1,177,500.00

1,150,500.00

856,500.00

244,500.00

16.62%

7.85%

7.67%

5.71%

1_68%

244,500.00

0.98%

0.66%

244,500.00

220,500.Oo

159,000.oo

147.000.00

帰浩

李彬

王新民 99,000.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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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木名称

文J志春

桂国文 99,00o.oo

周建隼 99,000.oo

所占比例

0.66%

0.66%

0.65%

0.48%

0.42%

0.41%

0.33%

李亜恋 99,000.00

97,500.Oo

72,000.00

63,00o.00

61,500.00

49,500.00

曹雨蕊

杜雨郷

因J

雪峰

臭
一
王
¨
張
¨

31,500.oo

合汁 15,000,00o.oo

注澤 18. 資本公釈

冷資声折股

注F_P19。 盈余公釈

項  目

法定盈余公秋

任意盈余公秋

1 期初余額

110,935,960.35

!10,935,960.35

期末余額

10,935,960.35

10,935,960.35

期末余額

394,718.02

合 it

注F_r20。 未分配利洞

項  目

凋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潤

調整期初未分配利潤合汁数 (凋増+,凋減―)

調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潤

加: 本期月属千母公司所有者的浄利洞

減:提取法定盈余公釈

提取任意盈余公釈

提取儲各基金

提取企立友展基金

提取取工業福基金

金 額

394,718.02

提取或分配比例

4,726,097.95

4,726,097.95

1,692,10o.91

特力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庇付普通股股利

31,500.oo

15,00o,ooo.oo

期初余額   |
394,718.02:

394,718.02

伐先股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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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股本的其他分配

利洞月込投資

其他利潤分配

浄資声折股

其他

加:盈余公釈弥ネトラ損
:

結特重新汁量没定受益ittJ浄負債或 :
浄資声所声生的交劫

所有者収益其他内部結特

期末未分配利洞

注祥21. 菅並牧入和菅立成本

1.菅並収入、菅立成本

提取或分配しヒ例

6,418,198.86

項  目
上期友生額

牧入    :
主菅立分

其他立分

23,936,721.06 19,910,697.78 16,019,569.88

1,262,031.08 1,057,541.30

声品名称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菅並成本 菅立 ll■ 入 菅立成本

消防工程牧入 29,036,053.53 22,126,331.86: 17,134,967.62 13,774,127.80

商品鎖告 ll■ 入 2,088,703.61 1,810,389.201  2,775,730.16 2,245,442.08

合if i 31,124,757.14 16,019,569.88

声品名称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菅立牧入 菅並成本   1  菅立 ll■ 入

内蒙古地区 31,124,757.14 23,936,72■ 061 19,9Ю ,69Z78 16,019,569.88

合if 31,124,757.14 23,936,721.06i 19,910,697,78 16,019,569.88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声品名称

菅並成本 菅並牧入

:       本期友生額       |

|IIIII燃||11111111111111::||||1111111iIII髯 1■II

5,039.00:
1,184,865.47

37,233.74 :

鍵押鍵修費

房屋租賃

1,019,146.71

38,394.59

31,124,757.14

617,124,99

2.主菅立分 (分立分 )

3.主菅並各 (分地区)

4.其他立分情況

521,4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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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it 617,

5。 公司前五名客戸的菅立 ll■入情況

42,272.741 1,262,031.08

本期友生額

菅並牧入

1,057,541.30

占公司全部菅立牧入的比例

3,513,133.72

2,936,603.54 9.25%

8.55%

5.86%

注8_r22. 菅立税金及附加

項  目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菅立税

城市鍵夕建没税

教育費附加

地方教育費附加

合if

注澤23. 備告費用

項  目

工資、業金、加班費等

社会保陰福利費

汽車費用

897,153.31

68,876.82 1

29,518.65

772,269.59

51,138.09

23,896.82

本期友生額

19,459.90

1,015,008.68

134,111.00

117,428.34

17,457.00

上期友生額

10,550.67

857,855。 17

245,209.00

38,067.64

¨
一
¨
¨

50,135.24

か公及通颯費

交通差旅費

107,822.70

59,857.70

16,804,00

453,480.74

96,725.91

94,548.72

立努招待費

合if
|

16,358.49

541,045.00

注澤24. 管理費用

項  目      i     本期友生額

工資、突金、加班費等   :        2.309.891」Lラて、 シヽ 飼匿、 /J‖フ■ラ
=マ

テ       1                   2,309,899,10

社会保隆福利費      1         283.796.61

韓鶯五1囃|::||IIIIII   I'亮 Iお |‐

…

征宏 37Nに 個↑U賀       :         283,796.611

汽卒費用         i         248,263.961

上期友生額

2,098,662.00

438,129.14

263,478.60

139,311.57

56,9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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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交通差旅費

並劣招待費

透奈費

易耗品搾梢

申it費

注F_r25。 財分費用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225,734.14

12,320.40

366,095,79

18,896.51

2,861.30

21,330.00

87,905.66

10,818.02

149,536.00

3,888,724.56

75,037.74

31,163.42

4,043,976.48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利息支出

減:利息牧入

7[見損益

注経26. 資声減値損失

杯敗損失

注澤27. 投資llA益

癸  別

子公司清算処置股枚投資収益

注祥28. 菅並外 ll■入

項  目

1卜流劫資声処置利得合it

其中:固定資声処置利得

元形資声赴畳利得

債分重須利得

♯貨雨性資声交換利得

接受捐贈

政府ネト助

179,376.17 148,633.54

16,865.86

164,144.15

20,421.44

553.30

128,765.40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482,005.47 119,862.44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209,503.30

209,503.30

it入 当期♯経常性損
益的金額

存貨践介損失

119,862.44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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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557.67

注F_r29. 菅立外支出

債多重須損失

ヨF貨 雨性資声交換損失

合it

注澤30. 所得税費用

1. 所得税費用表

項  目 本期友生額

按税法及相美規定it算 的当期所得

税

逃延所得税調整 -133,015.21

合if 552,367.39

利洞忌額

按法定/通用税率汁算的所得税費用

子公司造用不同税率的影噛

調整以前期同所得税的影噛

ゴト座税牧入的影噛

不可抵拍的成本、費用和損失影噛

■押塑 査摯4書千質得警資声的可抵聟言夕的膨稿
本期未碗汰逓延所得税資声的可抵拍哲吋性差昇或可抵如

=濃
品影稿

所得税費用

注澤31. 現金流量表附注

1.ll■到的其他与径菅活動有美的現金

本期友生額

16,865.86

685,382.60

it入本期11経常性損
益的金額

上期友生額

1,687,244.03

-255,937.12

1,431,306.91

本期友生額

2,259,524.93

564,881.23

-12,513.84

552,367.39

上期友生額

20,328.60

2.会 it利潤与所得税費用調整道程

与単位往来 ll■ 到的現金

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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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合it        l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516,865.861 20,457.16

2.支付的其他与径菅活動有美的現金

本期友生額 友生額

1 費用支付的現金 1,198,955.40

11,727.00

1,607,475.08

15,475,00

1,622,950.08

本期友生額 上期友生額

其他等資牧現 296,167.70

注経32。  現金流量表ネト充資料

1.現金流量表ネト充資料

項  目

l)■■型口涸■ヵ争賞重勲塑全4量
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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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形資声搾梢

K期待搾費用搾鎖

姓畳固定資声、元形資声和其他長期資声的損失

メ蠍燕以…1■li埠烈)… …… ……… …..
口

'塗

庁燿′塚失 (牧益以 “―"号填列 )

↑牟1牲偉策中』本
`収

益以“―"号填列)

財劣費用 (牧益以 “―"号填列 )

投資損失 (牧益以 号填列 )

上期金額

1,707,157.54

482,005.47

193,261.07

160,373.82

119,862.44

205,465.09

逓延所得税資声減少 (増加以 “―"

遠延所得税負債増加 (減少以 “―"

号填列 )

号填列 )

179,376.17

-110,964.64

144,633.54

-209,503.30

-23,178.75

-7,332,013.07

-4,006,005.25

8,893,573.68

債劣特力資本

三年内烈担中]賃燿公司,拳

3.llA到的其他与箸資活動有美的現金

63/75

-3,367,539,44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2015半年度扱告

項  目

3、 現金及現金等倫物浄交劫情況

現金的期末余額

上期金額

7,624,839.08 4,219,035.66

減:現金的期初余額 6,927,311.43 7,244,690.94

加:現金等徐物的期末余額

減:現金等倫物的期初余額

現金及現金等倫物浄増加額 697,527.65 -3,025,655.28

径菅活動浄流量的其他悦明:

本年度浄利洞与姪菅活功現金浄流量差昇 5,626,653.72元 ,主要是本期按完工逃度碗

汰ll■ 入,但客戸資金緊弘抱欠工程款,公司庇牧款増加;同吋公司殉要商品、接受芳努、支

付駅工工資、数幼各項税費及貸款利息的庇付項目量有増長,但較座牧項目増長校小,牧款

与付款増掟幅度不同早致公司浄利洞均径菅活功現金浄流量小子実際実現的浄利洞。

項  目 期末余額 期初余額

一、lFa金 7,624,839.08 6,927,311.43

岸存現金 74,768.93 65,138.43

可随吋用干支付的銀行存款 7,550,070.15 6,862,173.00

可随吋用予支付的其他貨市資金

可用干支付的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存放同立款項

折放同立款項

二、現金等倫物

其中:三今月内到期的債券投資

三、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倫物余額 :    7,624,839.08
其中:母公司或集囲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現金及現金等

扮物

七、 合井疱目的変更 元

八、 在其他主体中的杖益

在子公司中的枚益

1.企並集囲的拘成

6,927,311.43

2。 現金和現金等倫物的杓成

子公司名称 地
　
¨

菅

　
¨

姪
　
一

要
　
¨

主
　
一

注朋地
各

反

立

性

持股比例 (%)

取得方式
宣接 同接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 卿 滞 市
1嘲

浩特市
:∬棚 忙

60% 投資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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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的♯全資子公司 (子公司少数股木持有的収益対企並集囲重要吋適用 )

子公司名称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期末余額

1卜流功資声 資声合it l 流劫負債 1に流劫負債 1 負債合it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

262.28

紋 :

子公司名称

資声合it 流劫負債 ♯流劫負債 負債合it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

各注

象 :

少数股木持

股しヒ例 (%)

40%

本期yEI属干少数 1本期向少数股木

盤本塚車……l.来付‖利
1,021,765.01

期末累it少数股

木枚益

3.重要♯全資子公司的主要財努信息

単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隆菅活

動現金

流量

-4.83
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

九、 美咲方及美咲交易

(一) 本企立的控股股末情況

控股股木姓名 美朕美系 1控股股木対本公司的持股比例(%)i 控股股木対本公司的表決枚比例

莫勇蛉
26.22

白網準
21.73

弘涛
16.62

王亜演
7.67

注:根据股木同一致行功人協洪,股木莫勇蛉、自紹年、米涛、

功人。

王工演、7/11波カー致行

(二 )

(三 )

元

本公司的子公司情況洋兄附注八在子公司中的枚益

本公司的合菅和咲菅企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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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咲方交易

1.存在控制美系且己幼入本公司合井財分扱表疱目的子公司,其相互同交易及母子

公司交易己作抵硝。

2.賄興商品、接受芳各的美咲交易

元

3。 硝告商品、提供芳各的美瑛交易

元

4.美瑛担保情況

2014年 3月 20日 ,公司与来並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笠iT了 編号力 “来銀呼

(2014)20H融意字第 16号 "的 《融資息合同》,根据合同釣定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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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万元整。公司以房声IIE号

力呼房枚II新城区字第2004001996号和呼房枚IIE回 民区字第20H134925号両赴房声作力抵

押。同吋,由莫勇蛉、宋雨洋提供連帯責任保II。 公司己干 2015年 2月 5日 牧到貸款 350

万元,2015年 2月 25日 ll■到貸款 1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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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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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不借款額度

力 450万元,額度有敷期 2014年 4月 29日 至 2017年 4月 28日 ,毎宅借款期限最K不得超

道 12今月,借款利率力浮功利率,力人民銀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上浮 40%。 核宅借款主要用

千殉興原材料。核宅借款由莫勇蛉、自紹準、弘涛提供達帯責任保II。 同吋,公司以房声II

号力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16号 、呼房杖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17号 、呼房叔IIE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5号 、呼房枚IIE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6号 、呼房枚IIE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7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8号 、呼房枚IIE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29号 、

呼房枚IIE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30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07005843号 、呼房杖IIE回 民区

字第2007005844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11109242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H109244

号、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11109245号 、呼房枚II回 民区字第 201lH3259号 的 14楚商鋪

作力抵押。公司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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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月 4日 逐款 100万元,2015年 2月 13日 込款 350万元,2015年 6月 30日

牧到貸款 450万元。

上期友生額

5.美健管理人員薪酬

本期友生額

美健管理人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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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咲方皮ll■鹿付款項

(1)本公司鹿牧美朕方款項

項目名称
期末余額 期初余額

敗面余額 杯敗准各 敗面余額 杯敗准各
其他庄牧款

10,000.oo

十、 承堵及或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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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工程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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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友生浜松,双方干2013年 5月 13日送成凋解。根据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
民法院民事凋解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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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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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干2014年 12月 19日牧到工程款184,000.Oo元 ,裁至報告日,本
公司尚未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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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注経

注澤1.庇牧敗款

1・ 庇牧敗款分癸披露

神癸 敗面余額 杯敗准各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独it

縁層誉賃8磐歴歯誉肇
提拓脂准各的皮ll■敗款

基覇   1琵碗そお
‐

|

敗面倫値

45,392,806.32■:Fll: 1聟
|

|  
…

281,887.441   4.79

単項金額員不重大但単
独汁提杯敗准各的座牧
敗款

合if 47,674,6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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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坂釜薇董天丼単独芽I I
不敗准各的座 ll■ 敗款

接信用嵐蔭特征五杏it提 |
邦敗准各的鹿 ll■ 敗款

革坂釜顔亘木董天直軍猫
オ提杯賭准各的庇牧敗款

35,400,159.14

合 汁 35,400,159.14

期末余額

敗面倫値

33,447,202.53

33,447,202.53

33,447,202.53

期初余額

杯敗准各

60.76 107,544.14

1,181,151.82

200,153.28

207,595.85

130,548.50

125,963.01

1,952,956.61

占庇牧敗款期末

余額的比例 (%)

13.24%

6.18%

5.02%

4.67%

33.67%

しヒタ1(%) 杯敗准各 庇ll■ 敗款 比例 (%)

62.9991 150,153.38 21,508,828.30

1,607,011.88

139,295,03

174,399.37

125,963.01

2,281,887.44

狙合中,按敗船分析法if提杯敗准各的座牧敗款

2.按欠款方月集的期末余額前五名度ll■敗款

単位名称

内蒙古本隼能源有限責任公司

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蓬禾房地声汗友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臥内蒙古自

治区辺防忠臥

中国移功通信集囲内蒙古有限公

司

合it

3. 本根告期元報告期前己全額it提杯敗准各,或 it提減値准石的比例較大,恒
在本報告期又全額llA回或橋回,或在本報告期llA回或緒回比例較大的庇牧敗款情況。
4.

5.

款 。

本報告期元実隊核硝的庇牧敗款情況。

本報告期庇牧敗款中元持本公司 5%以上 (含 5%)表決枚股分的股末単位欠

11,811,518.24

1,000,766.42

691,986.17

261,097.Oo

125,963.01

35,400,159.14

与本公司美系

6,310,898.16

♯美瑛方

ヨト美瑛方

2,947,473.99

2,228,076.00

1-2年 ,

23年 ,

3-4年

1年以内♯美朕方 2,171,890.46

16,050,3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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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粋2.其他度llA款

1. 其他鹿 ll■款分癸披露

神美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独it i

提杯敗准各的其他庇 ll■  i

款

按信用凩陰特征狙合if

提杯敗准各的其他庇牧

款

単項金額量不重大但単

独it提杯敗准各的其他

庄岐款

288,240.54

288,240.54

35,718.82

5,000.00 5,000.00

288,240.54

敗面余額

金額   1比 例 (%)

杯敗准各

it提しヒ例

(%)

5,614,166.21

5,614,166.21

敗面竹値

4,741,370.62

10,000.00

5,902,406.75

単項金額重大井単独it

提不敗准各的其他庇牧
款

按信用凩陰特征狙合it

提杯敗准各的其他庇牧
款

単項金額量不重大但単

独it提杯敗准各的其他
庇牧款

合it

姐合中,按敗蛉分析法it提塚敗准各的其他庇 ll■款

期末余額

其他庇 ll■ 敗款 しヒ例 (%) 杯敗准各  : 其他座牧敗款

3,823,281.13 19,116.41 3,685,071.59

150,700.99

567,115。 70 113,423.14 30,000.00

4,751,370.62

18,425.35

113,969.02

6,000.00

10,715.65
3-4年

4-5年

5年 以上 5,000.00

汁提 じヒ例

(%)

其他庇ll■款分癸的悦明:

1,139,690.23

5,902,4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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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it提杯敗准各的其他庇ll■款

須合名称
期末余額

邦敗准各 it提比例 (%)

内部及美咲方庇牧款

合it

6。 本期it提、ll■回或轄回的杯敗准各情況

本扱告期元報告期前己全額it提沐敗准各,或汁提減値准各的比例校大,但在本報告期

又全額ll■回或結回,或在報告期牧回或橋回比例較大的其他庇牧款情況。

7.本報告期実隊核備的其他皮ll■款

本報告期元実際核梢的其他庇ll■款情況。

8.按欠款方月集的期末余額前五名的其他庇ll■款情況

単位名称 与本公司美系 款項性反 期末余額
占其他座ll■款期

余額的比例 (%)

天津天一建没集囲有限

公司巴彦淳示分公司
♯美朕方  l 投林保江金 800,OoO.Oo

師浩

内蒙古巨隼房地声牙友

集固有限公司

内蒙古隼盛信用担保有

限公司

|

杢公コ暴ェ |ェ澤各用全
480,402.31 一年以内

300,00o.oo 1-2年

264,079.13 一年以内 4.47

ヨに美咲方  i 履豹保江金 240,520.00 12年

合it 2,085,001.44

9.其他庇牧款其他悦明

本公司 5%以上 (含 5%) 表決枚股分的股木単位情況
単位名称 期末敗面余額  :it提沐敗金額 it提杯敗金額

敗面倫値

300,000.Oo 300,000.00

4.07

35.31

300,000.00

300,000.

ヨト美咲方  1 投林保ilE金

杏公コ呆ェ iェ■鶯用傘

期初敗面余額

注澤3.K期 股枚投資

期初余額

300,000.oo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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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子公司投資

被投資単位
 !初

始

業

資成
期初余額 本期増加 本期減少 期末余額

本期it提

減値准各

減値准各

期末余額
困家百夫 目建 i 300,000.0
材有限公司  l     o

300,000.0

0

300,000.0

0

300,OoO.0

0

300,000.o

0
合it   : 300,000.:

注F_r4.菅立ll■入及菅立成本

十三、ネト充資料

(一)当 期♯経常性損益明細表

項   目

上期友生額

成本 牧入

23,824,360.50 17,576,433.10 13,973,631.77

42,272.74: 1,209,281.08 1,057,541.30

500,00o.20

375,000.15

毎股 ll■ 益

本期友生額

主菅立分

其他並分

♯流劫資声姓置損益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菅並外牧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ヨト経常性損益定文的損益項目

所得税影噛額

少数股本枚益影噛額 (税后 )

扱告期利洞

yEl属 干公司普通股股本的浄利洞

綺傑茸首塾帯性積蓋肩苗属芋公荀普通巖
股本的冷利洞

(二 )浄 資声収益率及毎股収益

(三)金 額昇常或 Lヒ校期同交功昇常的扱表坂目

9,39Q Ooo 00 :  4,500,00o oo

金困准所致。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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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余額 (或

本期金額 )

期初余額 (或上

期金額 )

交功しヒ率

1,197,900.00 -37.06%

4,726,097.95 35.80%

扱表項 目
交功原因

庇付票据

未分配利洞

754,000.00

6,418,198.86

本期7E票到期承見支付

本期実現浄利潤 171万元,増加未分配利

潤。

主菅立分岐入 31,124,757.14 19,91o,697.78

主菅立分成本
23,936,721.06 16,019,569.88

617,124.99

資声減値損失 1     482,Oo5.47

菅立外牧入 1     500,00o.20 286,557.67

|̈!||1嗅11111111:il:|||"||111111NI冬盪 五轟:|:||||||||||

541.301 -96.00%1主 要是本期鍵押鍵修費項目減少,ll■ 入減

……
i…
…■…却囀榊輛少辮l… ……

_本期嘔̈泉ェ差か理結算碗汰収入所致。

主要是本期主菅並分 ll■ 入増加,牧入増加

狙食方|コ駆

"f提

杯敗准各増加所致。

74.49%
本期牧到政府ネト貼 50万元。

第六市 重要事項
重要事項索引

事坂              : 是或春1 日 フκブ
=り

■工 1,・ .・ ● ′ヽ ― _‐ ′1イー 人 ‐ , ,、 ′__ ● ●

i量爾奮蕉不!押分配或公釈金鶉増股本的情況
是否存在股票愛存彗墳   

……  ~             |

:美素ド秘 董天淵碁tい幾事琉
~‐……‐…… …Ⅲ… ………

1    索引    :
…

1~…

‐ ~~…

1…

‐
… ~~‐

|

其他並分牧入

其他立分成本

是否存在対タト担保事坂

資声及其他資源的
否
　
一否

:  否   |    _

擦結或者被抵押、盾反押的情況

否

一、普通股股本結杓

第七市 股本交功及股木情況

期初

比例%
股分性反

1  数量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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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I■1二:‖ :静 I下 輛 |

楊■ [=4…:l_難|
171´忌負ど`重――■月…Ⅲ:勝 | :――

■1-斗需||    ~    1 単 ;占 1=11::i t夕 t夕;~…
     … 1            -¨   |    ‐      ‐             _…

股木名称
期初持股数 |

(股 ) |
持股交功

(股 )

期末持股数 1期末持

(股 ) i股 比例%

856,500 E.Tr% i 8s6, boo

:― 曜鋒本ζЖ   ―
(一 )控股股木情況

1公司控股股末力莫勇蛉。

1莫
勇蛉,男 ,1959年 出生,中 国国籍,元永久境外居留枚,大寺学万,高級工程帰;1981年至 1992

1年 ,在 内蒙古財径学院工会担任科長一取;1992年至今,担任公司息径理取努:2014年 7月 22日起
ヨ聖田堕塗公司董事K兼忌径理。

(二 )実隊控制人情況

公司実際控制人力莫勇蛉、自幻準、強涛、王工演和称波。

1莫勇蛉同上。

1白紹隼,男 ,1956年出生 ,

11982年 12月 ,部臥服役 ;

1担任公司董事、副恵径理 ;

1股分公司董事。

:肌ll互皇:「11翼1言 :|:壇窪薯霧哀雪菫曇Fl14[:;{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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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涛,男 ,1961年 出生,中 国国籍,元境外永久居住枚,大寺学房,工程用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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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深ツ|1市 中航集囲深り‖升特屯胸没
各公司副意径理;1997年至 2006年担任公司董事、副忠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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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亜演,男 ,1971年 10月 出生,中国国籍,元境外永久居留枚,内蒙古大学EMBA,中級経済りT31994
年至2003年,就取干内蒙古吟俗実立有限公司;2003年至2014年 7月 21日 ,担任有限公司副意径
理;2014年 7月 22日起担任股分公司董事兼副息姪理。
掛波,男 ,1959年 4月 出生,中 国国籍,元境外永久居留枚,本科学所,高級工程用:1976年至 1978
年,部臥服役;1978年至 1982年 ,内蒙古由『屯学校本科班通信寺立上学3 1982年至 1985年 , 在呼
和浩特実信忌机任机分員: 1985年至 1992年 ,在内蒙古庁播屯祝学校房任教用、寺並基拙教研室主
任、副校K等駅:1993年至 2014年 7月 21日 所任有限公司副径理、副忠姪理等取:2014年 7月 22

ゴ蓮壁里生撃分公司董事兼副忌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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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童事会人数 :

盗事会人数 :

高級管理人員人数 8

第八市 董事、盗事、高管及核心員工情況

持股情況

ヽヽ

■
■
７
′
／駅勢

2,493,000

0.41%

0.00%

0.98%

三、  交功情況

董事長是否友生交功

恵径理是否友生交劫
信息銃it

董事会秘ギ是否友生交功

財努恵盗是否友生交劫

9       1         1,518,000

:否       :

期末員工数量 :  期末普通股持股数量 期末股票期枚数量

1,518,000

核心員工交功情況 :

1  報告期内,公司核心技本人員未友生交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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