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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半 年 度 大 事 记

2016年 4月 21口公司第-届芟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资

本公积及未分酉诉凵润转增股本》的议案 `公司注册资本由】620万元变更为 3078万元 `详见公司

公告 :20】 6ˉ 010。

2016年 5月 12日召开的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⒖ 年度杈益分派方案。20I5年度权

益分配方案 :以 2015年 12月 31口的股本总数 16`2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休股东每 】0股送红

股 1470000股
`同时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7,"0000股

`本次所送 (转 )股于

2016年 5月 2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详见公司公告 :201⒍0∫。

20⒗ 年 6月 3日公司第-届≡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6年 6月 20日召开的 2016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逼过了 《股票发行方案》̀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形式进行股杈激励 `激励对象包

括现有股东、公司萤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技术骨干人员。详见公司公告 :201⒍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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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术 T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半 年度报告

声明与提示

【声明】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倮证本报眚所载资料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浒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仵负责人灰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讠}主管人员)保证半年度报眚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度报告内容存仁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半年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是否审计                                        不
曰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鹭事会办会窆

备查文件    1、 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铍露过的所有公刊文件的正本及
公眚的原稿 .

2、 载有公司负责人、}管 会计△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贞)岑 亿并盖章的财务报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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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术丁程股份有限公司 ⒛Ⅱ 半年度报告

第一节 公司概览

一、公司信息

兮司中文全称     内蒙古亨利新技术⊥程股价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Inner Ⅵ°ngo!ia Henry`ew TOchnology Engineering ω ,Ltd
证券简称        亨利技术

证券代码       出】44b

法定代表人      莫勇玲

|沣册挫扯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东街 272号

|办公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东街 272号

主办券蔺       国泰君安

会计师事务所     不适用

注:本节所有信息均应填写披露口近期 (披露日前 }大 )的信息,尤其注意普通股总股本。

二、联系人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贵人    王亚滨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公司网址

()亻 71-22丨 。8|9

ll】 71-22!5狩 99

8749222!2@qq ￠om

h11p∶  /|wl∽″ nmghenry com

联系地址承邮政编码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东街 ″2号 Ol∞ 1o

注:本节所有信息均应填写拔露日近期 (披露日前十天)的信息,尤共注意普通股总股本。

⊥、运营概况

单位:股
股票公开转让场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荦牌时间             2014年 】2月 9口

行业 (lI监会规定的行业大类)   L‘ 0建筑玄装业

主要产品与服务顶日        为客Γil,t供 rll"技 术坫洲、谘亻V、 管I耻 ,「 稆设计、施△、维倮、
椅洳,以 及安个坪仲i竿  站式消防安全技术艾持和整体解决方
案 ,

芎埤股胆罘转艹方式        儆市转让

曰珥股总股本           3θ ,℃0,θθ0

饣髀股东             莫勇玲
实际控制人            莫叻玲、|{绍 华、张涛、I Πz滨和孙波
是否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否

公司拥有的专利数量

公司拥有的
“
发明专利

”
数量

5 / 86



内荥古亨利新技术△程股份有限公丬 20⒗ 半年度报售

注;本节所有信息均应填写拔露日近期 (披露凵前十天)的信息,尤其注意普通股总股本。

四、自愿拔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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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氵利新技术丁程股份有限公ol
20⒗ 半年度报告

-、 盈利能力

营业收入

毛利率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尔的挣利润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加杈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挣利润计算 )

+ou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归属△批牌公刊股尔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挣利润计算 )

基本每股收益

二、偿偾能力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挣资产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挣资产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利息倮障倍数

三、营运倩况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总资产增长率

第二节主要会计数据和关键指标

本期

29,033.084 76

`δ

 9丨 %

!.T07,861 oo

1 707,86】  00

4 41%

刂 41{|

o 06

上年同期

31,74】 ,882 13

24 46(h

l,692, lO0 91

l,317,lθ 0 7θ

单位:元

增诫比例

-8 53%

0,93%

29 θ7%

-45 45%

5 30%

41{〕 %

θ 【l

本期 期末

1θ 6∴ ()79,0丨 9 θ7

sG,535,624 06

39,543,395 01

1 28

b' 72%

! o〕

!735

本期

-3,414,057 !⒔

本期期初

丨15,499,444 66

77,663,9】 o 65

37,835,534,01

2 34

67 24⒐

1 43

17 9θ

单位 :元

增减 比例

-8 16%

-】 4 33%

4,51%

-45 30%

应收账款周转率 0 73                 θ 76             ~
存货周转率 θ 42                 0 54             -

四、成长情况

上年同期

单位:元

增减比例
-3,9】 9,496 18             -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6 67%      ÷

本期

7 / ε6

8 16%



内诙占亨利新技术 l∶ 仁暇价仃rR公 ∷ 2o16半 午度扌殳告

营业收入增长率

净利涧增κ率

H 弓{||亠              {9 92%       -
()"10∷           217 丨2%     ~

五、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左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不适用

六、自愿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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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术T程股份茼限公司 20巧 半年度报告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商业模式

公司所属消防工程行业,侬托住建部颁发的消防没施△程设计与施工壹级资质、丰富的行业经验、
强大的技术团队、优秀的管理人才、领先的品牌地位等关键资源要素,为客户提供设计、施工、检测、
维护及评估的—站式消防系统服务和稚体解 }△ ″案

公司业务涉及能源、化上、电丿J、 迪仿、以枝民l+l建 筑等各个领I。k,t拱 服务对象为建筑物所有权
人、房地产公司或施工总承包单位,如 :因 电内蒙占!}由 阳能源有限公 i可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
程有限公司、神华包头煤化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北”稀七 (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电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u良公 刂、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内蒙分公司、中国
电信集团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电信分公司、天津天一建没集团有限公司、

=连浩特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等。
公 f·l通过招投标、签订舍作 lj议 ,亢吠消防系统服务和丨整体解诀方案取得收入、获取利润。

报告期内至报告披藤凵,公 }凵 的苘业唳式仪符顶 大键埂素

"未
发△忸人变lt.

=、
经营情况

(~) 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苘 ll,收 人 29氵 03⒔ .o臼亻769Li同 比下降 8田%:古业成本 2】 .5j1,佣 5锔 元 ,

lnl比 卜降 1θ 2叽:实现净利涧 丨70T.8b!o●
`L,"比

丿碑κ 0u宀 .什 业收入 卜降}要是建筑行业的产
业政策导向发生变更,导致消防⊥程行业发展放缓、jt争激烈,从而影响公nl的经营收入;茼业成本下
降主要是囚为同期营业收入 卜降,H公 司对工稆项 H组织架构进行 r调整整合,严控设备采购合lnl审 核 ,

加强项目成本控制。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I,u金流量挣额为-3,!!14,057】 3元 ,较上年同期有
所改善。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l06,o79,O1907元 i较期初下降 816%:负债总额为 ⒃,"5,θ 24θ6元 ,

较期+ll卜 陴 1433"|:诤 资产忠额为 lc,引
",ltl阝

|丨 尢 较 ullRl.坤 长15丨 h.
(∷ )公 司业务有夫经什计划的实I班 及变化情 l,t

!、 公nl业 务有关经苟

"划
的实It情氵9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消防 上程系统的设计、施 0、 维护及!|估 ,为客户+,t供 站̄式消防系统服务和整
体解决方案。

2、 公司业务的重大变化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

报告期内,本公司业务无熏人变化∷
(∷ )公 司行业发展、月期j波 动、j/L· 业季节性钎情氵妃枝利公 il经 苘情况的肜响

】、行业发展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

彳j∶业的发展趋势将会影响公 iil的 发展,随着我国因1《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稳步推
进,今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将保持较快速度,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的繁荥将直接带动消防市场规模的
持续扩大,我国消防安全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同时,近年来我国社会对消防安全的需求呈现迅速增
长,提出进—

步加强蓦层消防细织的建设,⒒人们对社会消防意识逐步提高。这些将为消防安装、维护、|

维修业务扩大市场帘问,从 仵j带来新的业务增κ~t公

2、 周期波动对公刊经营情况的影响

经济发展具有 -定 的川j觇性,受叫内绐济环j竞 杖

"家
产业政茉i坩 睁的肜响较大,如果ljl内 经济步入

放缓周期段,国家持续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由 十我们的主要客户是叻地产公司或施⊥总承包单位 ,

9 ′ 86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丁程股份有限公Π ?0屿 半年度报告

这样势必加大行业竞争,影响消防 L稆行业的发展 ,

但由于公i刊 在消防工程行业氵笨耕细仵多午,在 白治X。l行 H'’·l处 f明 显的领先地位,有一批长期稳

定的客户,这些客户的盈利能力及抗风脸能力强,所以公司的业绩较为稳定,受周期波动影响较小。

3、 企业季节性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

由于项目实施进度、客户顶「丨刖期、客丿勹阶段性临收等因素的肜响,企吐L季 节性对公司的营业收入

产生—定的影响.公司近两年来 |半 午苜 ll收 人丨i个 午的比例分别为:出 %、 4!%,呵 吧营lL,收 入的确认

集中在下半年奋

(四 )公司商业模式的变化情况及对公司经萤情况的影响

公司所属消防工程行业,侬托住建部颁发的消防没施⊥程设计与施⊥壹级资质、艹富的行业经验、

强大的技术团队、优秀的管理人才、领先的品牌地位等关键资源要素,为客户提供设计、施工、检测、 |

维护及评估的一站式消防系统服务和丨整体解诀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无ll人 变化 ,

三、风睑与价值

(-)宏观环境及政策波动的风险

公司t营业务。u宏观经济环嫒和l=民经济周期性汝动紧密相关,受国家宏观经济走势、产业政策调

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城市化迪稆符川素的肜响较大.il年 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佘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增κ率甘 卜l+k趋势; nl时 .叫 家持续刈功地
亡
行业进行凋控.建筑行业的产业政策导向发生变

更,导致 vll防 J∶ 稆行业发展放缓,这些囚紊都掐对公i刂 的经营状况产-|i不利的影响 .

应对措施 :

l、 今年建筑安装行业全面实行营改增的措施,以及政策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推动建筑业

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行业技术的不断革新,有利于推动消防△程行业规模型企业、跨区域企业的形成。

公司将密切跟踪宏观经济政策枝赶势、房地产行吡变亻乜情况,抓住建筑攻装行业什政增的政策机遇,加

大⊥程管理服务,完善消防没施△稆 uPC和 EPCⅥ 承包新模式,放时调整公司H'务绌构,便公司从消防

施△企业逐步成为 一家消防系统综含服务蔺,确保公刊健康持续发腱。

2、 针对这 风̄险,公司未来除 F继续发展主营吡务外,也 F±摸索创新、转型歼级,大力开拓新的

利涧增长点及盈利帘间,围绕消防行业,以 “
互联网咽炅务

”
为设计理念,逐步进入智慧消防领域,使

公司未来的业务模式更加多样化々

(二 )区域市场集中的风险

公司区域市场集屮嗖高,所水揽的△∶1+所布地集巾在内蒙占地H, 旦该区域市场竞争加剧或该市

场建筑投资量大幅 卜滑,llr能 对公 ol的 发展环境祠丨市场需求造成不利肜响,出现业务收入波动较大的情

况。

应对措施 :

公司将加大市场拓展力度,进 步̄增 ljn内 蒙古市场的占有率。同时,利用已经进入的行业优势和良

好合作的总承包两.积极拓展省外市场,片积极完莆节个产业链,进一步稳定和提升公司市场地位,增

lJn公 司盈利能力.

(三 )上游消防没备材料价格波动的风睑

消防工程总承包项目执行的合旧月期及施工月期κ.H大部分消防∫程项 H为圃定造价合同,成本

加成合同较少.使得采购价格与预箅价格存在 一定差井.如果出现价格较大幅度的波动,将会对经营业

绩的稳定性产生一定影n向 。此外,消防设备与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也会导致所占用的流动资金增多,加剧

公司资金周转的压力。

应对措施 :

l、 公司加强 与供应蔺的介仵紧密度,建 市长朋介仵伙伴,确保 :El=项 日设备不随着市场价格的变

【0 ·
 g6



内蒙古亨利新枝术△租股份有跟公司 20⒗ 半年度报告

动而大幅波动。

2、 尽量采用集屮采购,同叫,加强△柙项 H颀筇的准确忙及△柙成木的管理,提升项目效率及利
润点,降低消防设备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墩几i.逐 △拥有自己产品△产线,向业务 L游 市场纵向扩张。
(四 )核心技术人贞流火的风险

公司核心竟争力之 是聚集 r—批优秀的技本精英以及具伯丰富实践经验的施工管理人才,其中部
分技术人员被纳入 了自治区消防专家库(公 司业绩的蹭长和核心技术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上述核心
人员。但随着市场竟争的不断加剧,消防△程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可能导致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应对措施 :

l、 公司人力资源由j建 亡了人丿J资 淑亻【、启什|l系∫丿:,迪 i⊥ 丿、lJ资 搦l"水 r贞淝,建 市 r核心技术人员
人才储备库,尽 町能减少 r㈧核心技术人拱流久带来的风脸 .

2、 建立了对核心技术人员的薪酬制度及激lI l机彷1.提 升对个业和 ∷仵的满意度“
报告期内,公司刈共 {冖 的核心技术人员 ( 级建lL帅 )进行 r股权激励 .

(五 )工程安全质量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消防 ∷程系统的设计、施 丨:、 维护及评估,在安佘生产、施工管理、施工材料质量
和施 L技术方面需严格控 lj。 顷翳!j安 个赶施 ∷个业的⊥命,出是 ∷I.顶

"重
要的管堙内容.—H发饨

质量与安仝事故氵会对项 H经营造成霆大不利影响."时可能给企H'带 来处罚氵亘接关系企业的-L存和
发展。

应对措施 :

l、 加强I程项日管理,公 司工程运营中心从项凵开工前到施工过程中都有相应的安全质量标准化
文件,包括日常监督检查制度、质量安全奖惩制度、质量安全管理应急预案、质量安全专项资金制度、
建造师负责制度符。木来公司将建 ∴玄个顷圩叹l li模 △ 利冂Π联 xil技术丈时收集许处理△程运营数粥 .

加强对工程安全和质童的估启化实时竹理

2、 加强人员培训,公
"采

取定期与不|t期的力式付技术人贞、施 :人 Ⅲ在安全及技术标准、消防
规范方面的培训.提高+u关 人焚的安全质景薏识,仃 效地控韧 r程安令质肀lxl险 .

(六 )流动资金不足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消防Π;程系统的设计、施」i、 维护及评估,充足的流动资金是公司获得项目总承包
业务的必要条件,由于消防 F程总承包项冂施丁用朋较长,从项目投标到竣 t骑收均对资金蛰付有较大
的需求;同时.市场方 盯受客户白身叫款叫期的肜响,公 ll的 应收帐款忠额茨比例i曾 加,且山∫客户财
务状况等原因不能按含 ol约 定及时结算Ι稆款,咩致存货规摸较大,饣在存货跌价风呛。逑些将对公司
的流动资金产牛 定的影响κ

应对措施氵

l、 加强货币资金管理◇公司财务部严格按照各类财务预算进行批付款,加速现金周转,提高现金
的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 .

2、 增加融资渠i苣 ,解 决流 ,ll资 伞的不肚 ,

报告期内,公 司迪过定向发行茁通股蒡架谈伞,礻卜允∫公刊的流动饬命‘
3、 加强应收帐款管理。公刊通过建氵严硌的客户lll选 机制,衬竹户迸彳∫伙t脸识力jj9信用管理,做

好应收账款的事前控Hll|签 }j顶 日合同时力π荧优的收款力式,降低 l】 ,收 账欣比例:完善了应收帐款营
理制度,安排专人负责催收应收账款;同时,公司己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对其应收帐款计提了坏帐准
备。这些措施尽可能降低 了应收帐款对公司经芎带来的风险 .

4、 lJ0强 存货管理(项 H实施过稆中,将严格按照个 Ll约 定与客户及第∷方积极办理工稆项目进度
的确认,同时,积极按丁俚进度结算△稆款 .

(乜 )投资风险

公司将加大工稆管理服务.完善消防哎施 ∷饪 ∷P(和 ∷PCⅢ 承包新棋式,建 i和发展消防产品生产 ,

使公司从消防施工企业逐步成为—
家消防系统综合服务蔺,另外,公司未来除 了发展主营业务外,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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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迸入智慧消防领域,使 公司木来的业务挟式史

"|多

烊化,该 用j分投资计划将涉及到资金、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大额投入,尽管公刊在顶口投人顶箅、技术方案、 |∶租方案会经过缜密的可行性分析,但是
也存在因迸度、投资成本、市场焚化等因素对项目的投资回报及公司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应对措施 :

公司为了健全完善产业链.在投资力岿j士珀台终本着轻资产、高乇利、快周转的原则,公司多年来所
有投资都严格按照董事会规定执彳∫,投资顶日山凑本严格控制在既是企业发展所需叉是投资在优质固定
资产上的,这样还解决了企业以前贷款难的问题,增 lln F企 业流动资金量,建立了银企相互信任关系 ,

把投资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

四、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眚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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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重要事项

一、章要事项索引

事项

是否存在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是否存在股票发行事项

是否存在鼋大诉讼、仲裁事项

是否存在对外+∶ 保事项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共他资源的情况
是否存在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否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否存在经股东大会审议过的收购、丨|{筲 资产、利外投资事项

是否存在经股尔人会审议过的个业个并兽项

是否存在股权激励事项

是否存在己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否存在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债券的事项

二、重要事项详情 (如事项存在选择以 「表格填列 )

是或否    索引

是  第四节二 (—
)

是   第四节二 (=)

否   -
召手      一

召手     一

褶手     -

是   第四节二 (七
)

孑子  一

∮子     一

是   第四节二 (十
)

是  第网节
=(十

一)

是   第四节二 (十二)

亏孑     -

否   -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或公积金竹增股本的执行怙}I亡 :

注;亨利技术于 2016午 刂

`丨

2丨 凵召丿←笫 叫蕈事会第十四氵欠会议,决议以现有总
股本 16,2o0,00o股为蓦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1WO0⒃ 股,同时,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每 lθ 股转增 7“ oo⑴ 股 ,上述决议于 2θ ⒗年 5月 12日 召开的 2015年 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⒛ lθ 午 5用 【7日 公布了 《⒛ 1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
2016-θ 15) 。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口为 2016FF亏 用 zη 卩,除权除息

"为
2θ 16午 5用 扭 凵.

本次所送 (转 )股于 2θ !6午 :弓 月 24口 苜接记入股尔llT券 账户(

(二 )报眚期内的股票发行事项

(⋯ )利涧分配与公积佥转增股本的情况

股利分配日期  每 lO股派现数 (含税 )

201δ 午 5月 ⒉ 目 一

发行方案公告时  新增  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

间    股票

挂牌

转让

日期

每 10股送股数

1  17

单位:元或股

每 10股转增数

7 53

单位:元或股

募集资金用途
(请列示具体用途 )

1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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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lθ 年 6月 3凵  ~     l ll |T!0,● α) !,⒛ 8,lO00o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支持消防△程

项目的开展,扩大公

司的市场份额。

注:2016午 6用 3H公司第 u薰 li公 第 |"欠 余议及 zll16午 |月 2θ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次临时股东人会

"∫

议j匝 过 r《股荣发lj” 案》.ullll,午 7川 !8冖j公 司向股转系统提
交了本次发行股祟的中请文件,股票发行 !H4∶呋施.尚未取得股份邀记函。

2015年 !2用 5H公 j"笫  u氅牛余笫 | 次公议及 20】 污乍 l〓 川22口 召开的 2θ 】o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股票发行方案》、《阝炅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议案, 20】 6年
3月 ⒛ 日,公司向股转系统提交 了本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于 ⒛】6年 3月 3θ 日,收到
了股转系统 《关于亨利技术股票发行备案材料的问题清单》.根据股转系统反馈要求及主办
券商的建议,于 ⒛】6午

"Fl!l口
公 r冂 弟 Π̄

"董

+l会第 {∷次会议灰 ⒛16午 4月 27日 召开
的⒛ 1θ 午第一次临时股尔大会审议通过 F《撤Ⅲ刂股票发行申请相关文件》的议案。
(七 )报告期内公 nl发生的偶发性夫联交易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是否履行必

哽诀策程序

是

是

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

1、 必要性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艾持消防△程项 H的开展,扩大公司的市场份额 (

2、 持续性

(1)2014年 刂川 ⒛ H,公 i日 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刊呼和浩特成古思汗大街支行签
订了编号为

“
内呼成 (小企业循)字 ”

【⒛ 14】 第 03号 ”
的 《额度循环借款合同》,循

环借款额度为伤0万元,额度有效期 ⒛丨{年 4月 ⒛ 日至 ⒛17年 4月 ⒛ 日,每笔借款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 I'个 川,僻款利率为浮动利率,为人民银行公rll的 幕准利率上浮 4眺 .

公司股东莫勇玲、白绍华、张涛提供i丘带丿i仕保乖 此贷款在 20丨 弓午 8月
'o口

,放贷
45θ 万元,到期 lH是 20!6年:8爿 2"凵 .

(2)⒛ 15年 9用 ⒛

",公
ll tj兴 业银彳∫股份仃限公 l刂 呼和浩特分行雉订了编号为

“
兴

银呼 (⒛ h)200θ 第 ⒊ 圬
”
的 《最高额抵押合 刂》,最高限额为人氏币mo万尢整,额

度有效期 20】 5年 9用 ⒛ 日至 2018年 9月 ⒊ 日,公 司股东莫勇玲、向然人宋丽萍提供连
带贾任保证冷

3、 对公司生产经苜的影响

增加了公司的现金流.优化 l'资 产结构,捉 开 j'公 lll整 体经常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十 〉股权激励计划在报眚期的具体实施情况

l、 ⒛⒗年 12用 5日 公司第—届黄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⒛15年 】2月 22日 召开的⒛1o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j'《 股票发行方案》、郇灵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议案,激励
对象包括现有股东、公 nl茧 牛、h饪 节、山级竹珥人员以枝技术带干人炭,激励幻象考核情
况详见公司公告 (20丨 5●刂!,.

莫勇玲、白绍华 、张浒  为公 ll砸资}|保

莫勇玲、未丽萍    为公 司融资刂‖保

总计

4,50(),()rl| llo

5.000,00θ  0()

tl|污 ()(∴ ()l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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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θ 16年 3用 25H,公 司向股转系统提交 F本次发行股票的中请文件,于 ⒛16年 3月
30口 ,收到 F股转系统 《关}亨利技术股荣发行符案材料的问题清惟》。根据股转系统反馈
要求及主办券蔺的建议,十 ⒓O16午 刂用 |丨  |夕卜刊第 届̄董事会第 {i次会议及 20】6年 4

月 27日 召开的 2θ 【6午第 -次临时股东人分审议通过 了 《撤同股票发行中请相关文仵》的
议案。

2、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形式进行股杈檄励,激励对象包括现有股东、公司薰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技术骨干人员.

20】θ年 6月 bH公 司第 "章 艹分→ |∫∫}欠 会议及 2o丨 6午 6川 ⒛ tj召 开的 2θ 16午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碎i议迪过 r《 哏票发彳∫力案》,20!6年 6川 2H|发 4jF《股票发行认购
公告》,⒛ 16午 7∫ j!H口 ,公 刊lnl投 转系统捉灾 r本 次发行股祟的叶|晴 文件令

本次发行股票有阝k告 女排,发仃刈象仃臼愿锁定的承诺,发行对象通过本次发行获得
的股票自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愿限售期满之后,发行对象本次新增
股份将依据约定条件申请解除转让限制,即限售期满后.发行对象可分三批向董事会申请
解除转让限制,经莆事会审定满足条件的,公司

"。

lm发 行对象中请部分办理解除转让限制仓
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低△公司最 l「 一朋经审i{的 每股净资产的除权价枝公司最近 一个月的儆
市价格,公 司将按照会计准则做股付艾亻刂处理 具体详见 《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 :

2016—θ】7)。

(十一)承诺事项的屐行情况

l、 不存在公司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共控制的 /Lv lj’
占用的承诺

本公司承诺,不存在公刊资金被扮股股尔`实 伢i柠制人及共控制的真他企业占用的情形 (

报告期内,未 发现仃违肯垓承诺的艹顶
'

2、 关于规范使用募集资金的伙诺

公司于 2016年 6川 2o口 通过 拈公肝发行 】7!”股股祟的方式募集资金 1898I万尢,本
公司现就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事项作出承诺如 下:本次募集资金将严格按照本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规定的用途便用,不得用于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未经主管机关批准的其他用途,本公
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专款专用 .

在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未获主筒机大批准或符案之前,本公刊保证不会以任何方式动用
本次募集资金 ,

报告期内,未 发现仃违背该承诺的事项。

3、 股票发行对象关子,~p免 同业竟争的承诺

参与 20⒗ 年6月 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承诺:本 人将不在任何地方以任何直接或间接参股、
控股、合作、承包、租赁等方式从事 与本公刊枝共下属了公司己绐廾艇的HL务 相 lnl、 类似或
具有督代作用的各项业务。

右违反 L述承诺.本 人将对山此给宁利技术i± ljk的 损大作|u个 而 及时和是额的赔偿。
报告期内,未 发现有违背垓承诺的}顶 ,

4、 股票发行对象太于不存在股价代持的承诺

参与 2016年 θ月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承诺:本次发行参与认购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
存在以协议、委托、信托~nR任 何其他方式为他人轩股或委托持股的情况 .

报告期内,未 发现有违竹 l9/承 诺的单顶 ,

o、 股票发行对象关于新增股份白愿锁定的承诺

参与 zlllθ 午 6月 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承沽:迦 i⊥本次发行获得的股票向登记在其名下之
日起 】2个月内不得转让,认购对象本次新增股份将依据 《股份认购 llJ议 》约定条件中请解除
转让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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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告期内,未发现有违背该承诺的事项 .

(十二)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资产 权利   账曲价值   占总资产

受限           的比例

类型

圃定资产 (商 用房) 抵押  I冫 O12.163θ 4

圃定资产 (商用房〉 抵 押       77o,259 o0

单位:元

发生原因

2θ 】4年 4月 29日 ,公司

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

⒈犸茂s‰澹手智[|亏1扩彗
03号 ”

的 《额度循环借款

合同》,以 】‘处商铺房产作

为抵押。

2θ 15年 9月 25日 ,公司 .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行签 汀了编号
095% 为

“
兴银呼 (2015)2θoo第

34号 ”
的 《最高额抵押合

同》,以此商用房产作为抵

押。

20】 5年 9月 25口 ,公司

与兴业锒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行签订了编号
07捣  为

“
兴银呼〈2θ 15)⒛oo第

34号 ”
的 《墩高额抵押合

同》.以此商用房产作为抵 |

押。

固定资产 (】 4处尚铺)  抵押  1.m3、 2o8f

累计值 3.!45,6{)】  07     2 97%
注:权利受限类型为抵押,14处商镝房产证号为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 20θ7o0田 】6号、呼房
权证回民区字第 2007O0褪 I?号 、呼房权证凵氏区宁第⒛070o弼⒛ 号、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
2θ 07θ05826号 、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 2θ 07()θ 5827号 、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 2007o0弼 28号、
呼房杈证回民区字第⒛070o田⒛ 号、呼房杈证回民区字第 2θ0700田30号、呼房权证回民区
字第 2007o0田 43号 、呼房杈证回民区字第 200700阴 44号 、呼房杈liE回 民区字第 2θ 11】 θ92⒓
号、呼房权证凹民区字第⒛士I】 θ陇44刂 、呼房权ln凵 氏区字第 zll l1I㈦钙 |J、 呼房杈证回
民区字第 2θ lll132m号 ;两处房产房产lll号 为呼”j权证新城l× 字第 201513!5拐 号和呼房权
证回民区字第 2015I315⒛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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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期末普通股股本结构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比仞列

13 31′ 1

|80刂 %

18 90%

o 00%

s6 69"丿

宀||l3%

56 69%

0 00%

股份性质

无限售股价总数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锦刂

人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 L

有限侍股份总数

其中:控股股尔、实际抬芾刂

人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总股本

普通股股东人数

期初

数量

7亠 0!(⒈ b2弓

2,.∶ )⒓ 3,125

3,06】 ,125

()

ll` !8i∴
Ji氵 5

`氵

7b0.|;7宀

9,!83,375

0

16,200,000

本期变 动

(;,31:,963

2,623,213

2,765,513

0

8.26局 ,(){37

7.892.刂 37

8,265,037

0

】4,580.0θ0

34

单位:股

期末

数量    比例

丨3,33】 ,o88   43 31%

5.546,338   】8 02%

5,82θ ,θ38   18 93%

0    0 00%

|?,4"8.刂 12   56 69%

!6,l,61,812   54 !3%

17,4‘8,412   56 θ9%

0    0 0θ%

30,78θ ,000     -

=、
报告期期末普通股前十名股东倩况

暑  
股

孬

名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未持股数

单位 :

期末特  期末持有限售

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童

l,868.175

l,540,θ63

l,】 84,】 ?5

2,237,25θ

54θ ,488

406.837

6θ6.050

664,500

540,550

116,138

9,770,82θ

】 写甍勇聆   ⒔,"3、 O00  ⒔.亏 |9.7|◆

2  白绍华   ⒔,⒛9,50θ   2,铌5,%|

3  张涛   2,明j,000  2,⒊ 3,70θ

4  曹相如   】,177,500  1.θ 59.7弓 o

5  王亚滨   I,⒗0,500  1,035,佰 0

G  孙波    洳6,⒃0   770氵 849

7  骆龙    244.50θ    佗 l,珀 o

8  屈敏    400,000   ⒛4,50θ

9  李原欣    244,5θ 0   ⒛6,050

IO 闫慧敏    244.5⑴    ”θ,0o1

合计    I4,O03,500 !2-777.、 |

7、 {7'-7()()      '4 28吒       另.604,δ25

6,185、 151      2θ  lθ%      4,644.788

4,736,7θθ      15 39%      3,。 52.525

2,237,250       7 27%             o

2, 185,U5O       7 !0%      】,639,462

1,627,349       o 29%      l,22(),512

666.()50       2 !6%              o

θ64,500       ' I6%              θ

540,550       】 76%              θ

464.乃 51        ! 51%        348,4I3

26,7村 !,()o丨       87 ()21     17,θ lθ ,225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其 屮,莫 勇玲、r{纠华、张涛、 丨i亚滨洞!刊、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7   86



内埭占亨利帛技术 ∴柙股份有限公剂 20Ⅱ 半年度报告

(一 )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莫勇玲。

莫勇玲,另 ,19m午出生,中 国国籍,关国永久帝
lmj权 (2016年 3月 lθ 冂取得 ),大专学历,高级

工程师:【 977年 午 !981年饣在北△竹||X服 役:!"Hl△ △ !qLl2午 .住内蒙占财经}院 △会+tl任科长一职 :

19叨 年至 2014午 71l21口 ,担仟公

"总
经呷玎}丨 务:⒛ 凵臼:7Π ”

"起
肀!任股份公 lil董 事长兼总经理 ,

任期三年。2015乍 7川 ll|刂 属̄六次董韦公i丨 i议迪过,甜 六总经理职务,继续担任董事长职务。

(二 )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莫勇玲、白绍华、张涛、T ll滨 和孙波々

莫勇玲 |司 L。

白绍华.男 ,】 9骀 年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水久

"留
权.大专学历,高级⊥程师:19⒎ 年 I2月 至

19⒏ 年 12月 丿部队服役:19田 年 l用 至 j9陇 年 】0月 ,在内蒙古医学院工作:19陇 年至 20⒃ 年,担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号200b年至 2o】 4年 7月 21日 担任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 7月 ″ 日起担任股份公司
董事,任期二年。

张涛,男 ,196|乍 |"'{∶ ,中 lt ltl籍 ,尢境外水么H留 权,人 专学liJ,L稆 丿巾职称:1983午 9月 至 19腮
年 5月 ,在 内蒙占财经常院⊥作:1u淋 午 5川 午 !9听 亻|8川 ,l。 仔涿圳市 Ⅲ航集团深圳开特电脑设备公
司副总经理.l叨7年乇⒛06午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6午至 2014年 7月 21日 扫任有限公司董事 |

⒛14年 7月 ⒛ 日起担任股份公司董事,任期二午 <

王亚滨,另 ,1971年 lθ 月出生,中 国国籍,尢境外水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亏!994年 至 2003年 ,就
职于内蒙古哈伦实业有限公司i⒛03年手 20丨 4乍 7川

`!←
,担任有眼公刊副总经理;20!4年 7月 22

日起担任股份公司董事兼副总经I里 ,董荨仃期 ∷年.201乃 午 7用 l)u一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担任公
iil总 经理职务.

孙波,另 ,19田 午 4月 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水久栝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彐:程 师;19兀 年至 四田
年,部队服役:1978年个 i9″ 年,内豪 l邮 咆学投本不|班 j通 什专业 h△ ; !tlH2亻 rf!9朽 午, 在呼和
浩特棠馆总机任机务员| |9h年至 l㈣2午 .仁 lNl蒙 】丨∫ 播咆视学校历任教师、 甘业摹础教研室主饪、
副校长等职:1993午 个 2oI4年 氵用 21丨 ″j4匚 伯阝k公刊刂|绐殚、剐总经理等职:20【 刂臼i7月 ″ 日起担任
股份公·l董事兼副总经理,薰事 {△ 期∴午 .

四、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1、 基本情况

证券代

码

申位:元或股
匪券简  发行价格  发行数童  募集金额 票面股 转让起始  转让终止

称                   息率   日    日

2、 股东情况 (不同批次分别列示,整张表格可复制自行添加 )

1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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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尔人数    -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打股数量   期木持股数量   期末持股比例

3、 利润分配情况

单位:元
证券代  证券简  本期  分配金额  股息是  累积额  是否参  参与剩余分

码    称   股息       否累积       与剩余   配金额

率                  利润分

配
^    -    -  -     

搓孝  -     旌撵   一

4、 回购倩况

单l,:尢 ~m,股

证券代  证券简称  冂购选择权的  冂购期问  同购数量  同购比 回购资金总

码         行使主体                例    额

5、 转换情况

lrl亻 亡:暇

证券代  证券简称  转股条件   转股价格  转换选择杈 转换形成的普通股数

码                     的行使主体     量

θ、表决杈恢复情况

单位;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恢复表决权的优  恢复表决杈的   有效期问

先股数量   优先股比例

五、其他

l、 股价代掎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 ,

【u   86



内蒙古亨利+rl枝 术△符股价伯嘏h" 20⒗ 半午庹报告

第六节董事、监事、高管及核心员工情况

姓名

莫勇玲

白绍华

张涛

Ι亚滨

孙波

王新民

王冈刂

乔丽

闫惹敏

李彬

-、 基本情况

二、持股情况

职务

董事/董事长

董事

董事

章事 蓄秘 总经理

董事福刂总经理

监事会}席

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性别  年龄

艿     57

男     60

另      55
l,j       15

丿j     57

ly,    61

男      36

女     29

艿     46

女   41
童事会人数 :

监事会人数 ;

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

是否在公司

领取薪酬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

3

4

学历

大专

大专

大专

人专

本科

大专

本科

本科

大专

本科

任期

三年

三年

=午
丁1年

∷年

⒈年

三年

二年

≡年

三年

娃名

莫勇玲

白绍华

张涛

丨亚滨

孙波

工新民

王刚

乔 nol

闫慧敏

李彬

合计

期初持普通

股股数

|),9⒔ 3,000

{|,25{i9氵 500

2.493亠 θOo

l,150,弓00

856,5θ0

99,000

ll丨 .污0()

()

24",500

l"7、 O0ll

【2 2】 刂.5θo

数量变动

;,;39,7θo

2,025,95!

2,243,700

!,035,150

770,849

89,I00

7j,449

|)

22(),051

}记 ∷〕()()

11,030,550

期末持普通

股股数

7,刂 72,700

θ,185,4亏 I

4,736,70θ

2, 185,950

1,θ27,349

188)lO0

l|"`949

tl

{61氵 亏5!

279.{;Oo

23,275.05θ

单位 :

期末普通

股持股比

例

24 28%

20 10%

15 {;9%

7 10%

5,29%

001%

| 44%

lj O0%

1 51%

091%

75 63%

股

期未持有股

票期杈数量

o

o

o

θ

o

0

o

()

0

θ

o

职务

董事∷董事长

董亭

董事

黄事∵董秘
′
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监事会主席

监事

职工代表监革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八

慧事长是否发}变动

20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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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tr|艾 |!,∴                 否

估息统计           幸△女铋 丨:琏 r|攵 }忄Ⅲ              否

财各u△ jL仆 发||=变 功                否

姓名     期初职务   变动类

扈 瞿竽

、换
   期末职务     简要变动原因

四、员工数量

核心 员⊥

核心技术人员

截止报告期木的贞△人数

核心 员△变动情况 :

期初 员 |∶ 数 量

o

8

||()

期 末 员⊥数 量

o

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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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财务报表

一、审计报告

是否审计

工、财务报表

"(

(~)资产负偾表

项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肖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κ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附注

注释 !

注释 2

注帑 ∴

氵}仔 |

期末余额

o-457,0"7 23

522, |70 00

{l O20, ;70 81

|,5()H、 H|! ||丨 b

0 }()L 「●s ⒈∴

{丨  ``{、 (i(|2 亏)

|Ol,69o,8()" 89

申亻t∶ 元

期初余额

7.O弓 2.94lˉ  40

{〕 8.zI9,14|〕  ll

4,〓 !7亠 36T 79

1∷ |(” ,α i|;亏 l

oT.z9{|亠  135 (|∶|8

ll1丿 091,657 51

{|||亻 宀

注仔 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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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定资产 注释 7 3,335,024,81 3,447,lθ l θ4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圃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泊气资产

~
 
一 
_
 

一 
 
~
 
 
_

l,0在 8,!89 37 9θ 0,θ 25 5】

|无形资产

开发艾出

商杏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共他非流动资产

注释 8

资产茁计

流动负偾: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4,383,214,18

106,07θ ,019 07

4,500,θ 00 0θ

在,4Q7,787,15|

115,499,444,06 .

4,500,000 0θ

以公允价值计母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偾

衍生金融负偾

!应付粟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实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赀及佣金

25,47θ ,082 71

22,θθ4,254 12

2,755,652 31

】,9θ 1,90I 12

9,237,733,80

26,345,800,34

31,86⒌ 575,17

θ,282,5θ 9 21

4,176,130 57

4,493,835 3θ

∷
 
一
 
 

一注释 !o

注释 H

应付职王薪lnl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应付分倮账款

注释 12

注释 13

注释 丨4

注释 15

倮脸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划分为持有符售的负债

一年内nl0期的非流动负偾

英他流动负偾

一
 
 
_

一
 
 

一

流动负偾合计
.非

流动负偾|

.长
期偕款

2θ  | 8θ

o0,535,624 06 77,θ03.910,θ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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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偾券

|共中:优先股

|   永续偾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o 0θ

6⒍ 535,624,0o         77,θθ3,θ lO.θ 5 |

股本               注释 16        3o,花 o,⒃o oo    16.2θ o,θ 000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_
~
一

一 
 
_
 
 

一 
 

一
 
 

一
 
 

一
 
 

一

|避延所得税负偾

∶其他非流动负偾

非流动负偾合计

负偾合计

所有者杈益 (或股东杈益〉:

其他杈益I具
丨其中:优先股
.   永续偾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注释 !7

专项储备
|盈佘公积

|一股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杈益合计

少数股东杈益

负|偾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法定代表人:莫勇玲

(二 )利润表

o,00

一、苜业总收入

其中{曹业收入

.   利息收入

.   己赚保费

二、苜业总成本

其申:营业咸本

利息支曲

手续费及佣佥收入

zO,938 4θ

945,242,24

7,797,2!4 31

39,543.395 01

本期金额  !
29,θ 33,θ 84 76

29.033,084,76

26,755,93θ  77

21,51!,485 4θ

12,219,538 46

θ45,242 24

8,470,753 31

37,835,534 01

单位:元

上期佥额   |
31,741,882, 13

31,7在 l,882 13

29,982,357 40 |

23,978氵 993,80

注释 18

注释 !9

所有者杈益合计 ∴           39,543,395 01 |        a7,835,5β 4,Ol |

|          10θ ,079}O19,θ 7 |       115,499,444,66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彬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彬

项 目 附注

注释 20

注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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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倮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佥诤额

注释 〓1

注释 22

注释 ⒛

氵ij释 z|

注释 h

注释 ⒛

注释 2T

注释 ⒛

79,748 98

374,482 82

4,317,386 07

122`578 02

{;50,255 42

1,O15,0θ 8 68

453,480 74 |

3,888,724 56

IG4,】 44 15

482,0θ 5 47

保单红利艾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 失以
“-” 号填加

列

~

一÷

加

一

投资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汇兑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

背业利润 (亏损以
“-” 号填列 )

营业外收入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 :曹业外文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注释 ⒛

五、净利润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耆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诤额

(— )以后不能重分类迸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

变动

2杈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卓有的份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掎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盒融资

产损益

2 277,147 99 l、 759.524 73

500i0θ0 20

2,277, !47 99

569,286 99

|,7()7,8b! 0ll

1,707,861 0o

2.259.o24 93

552.367 39 .

l,707, 157 64

1,θ 69,515 97

l,692,lOθ 91 |

15,05θ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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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 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含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

(一 )基本每股收益

(二 )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莫勇玲 主管会

"∶

|∶ 作负贡人:李彬

一 
 
_

l,707,861 oo

l,707,8θ 1 00

θ ()6

0 rl6

会计机 构 负责人 :李彬

1{707,157 54

l,692,100 91

!5.056 63

0 11

0 】l

(三 )现金流量表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挣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诤增加额

收到原倮险合同倮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倮险业务现金挣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诤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晶、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挣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挣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艾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艾付的现金

艾付的各项税赞

艾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曹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附注 本期金额

】6,928,757 05

单位:元

上期金额

23,371,θ43 52

一 
 
_
 
 
_
 
 

一 
 
_
 
 
 
 
 
_
 
 

一

~
 
 

一

注释 ⒛

注释 30

97,5o2 47

】7,026,3θ9 52

2,207.825 21

13,6I2.?89 76

3,234,ll79 26

】,385,672 刂2

20,440,36θ  65

51θ ,8θ 5 86

23,888,509 θ8

9,909,870 ;5

I4.{;87,o05 44

2.299,947 17

!,2I0,682 40

27,808丿 005 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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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号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肜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挣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彤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艾付的

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挣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挣额

艾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佥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共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文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艾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j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佘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法定代表人:莫 勇玲 主廿会计 丨!仵 负贞人:

17,229 92

17,229,92

—17,229 92

1,|ll{∶ )8,lO0 0θ

I,898,100 00

】39,308 75

139,3θ8 75

1.758,791 25

1,672.495 8θ

7,O15,280 52

5.{;42.784 72

会计和t构 负责人:个彬

3,θ00 θo

3,6θ 0 00

-3,600 00

12,∷ 00,000 00

12,300,0ll0 0θ

7{5ll0,0θ0 0θ

179.37θ  17

7,θ 79,376 17

4,θ 2θ,623 83

697丿 527 θ5

θ,927,311 43

7.624,839 θ8

令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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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财务报表附注

一、附注事项

事项

l 半午度报告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j|∶午度财务报表肚否变化

2 半年度报告所采用的会计估训与L年度财务报农肚否变化

3,是否存在前期差错更正

4 企业经营是否存在季节性或耆周期性特征

5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化

θ 走否存在需要根据规定披露分部报告的信息

7 是否存在半年度资产负债表卜{李 半午嗖财务报告批rl揪 }}!"之 nl的 非调整事顶

8 上年度资产负债表凵以后所发生的或有负债和|或 仃资产足否发△变化

θ 重大的长期资产是否转让或者出售

lO 重大的固定资产和无肜资产是否发生变化

l1 是否存在重大的研究和开发艾出

12 是否存在重大的资产诚值损大

附注详情

注:曲于项目实施边度、客户项 H饲期、客户阶段性吮收等囚素的影响.企业季节性对公司的营业收

入产生—定的影响。公司近两年来上半午营业收入占伞午的比例分别为:""|、 41"|。 01见营业收入的确认

集中在下半年。

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本期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

2015年 l1月 18日 一届莆事会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转让亨利技术持有的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 60%的

股杈》的议案,于 ⒛1o年 l】 川 19口 发布 了 《出锫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⒛ 15llm)。 2015年 ⒓ 局″ 日

办结了所有工商变吏手续。

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⒛16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一、  公刮基本情况

(一)  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前身为是内

蒙古亨利新技术Πl程有限公i司 ,初j始 设j氵 「19叨 。r丨 丨川 lH,呼和!浩特丿卩特电 F、 化工研

究所办理了合伙企ll/设 t△尚登记.取得 《苗业执照》。经登记 :《 茼业执照》注册号为 01F

字 140号亏地加L为体育场老△部中心审:负 贞人沟馊旁玲:经济性质为今伙个刂L:资 金数额

为 3万元。

1993午 2月 ⒛ 日.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⒛5,"270元 ,该增资业经呼和浩特审计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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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审验,并 t乜 具验资报告。

1993年 2月 ⒛ 日,呼和浩特开特电子化⊥研允所向刂j尚 局申请办理了本次公司工蔺变

更登记。经工商局核准发放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企业名称为呼和浩特市开特电脑

设备有限公司:住所为呼 打锡林南路体筒场老干自j活动中心 楼:法定代表人为莫勇玲:注

册资金为 ⒛ 万元。

19⒃ 年 o月 2口 ,呼和沾特会汁师事务斫}|{u《 验资报←》,对 亨利新技术中请增加注

册资本 21万尢进行审验,结论为
“
根据我们的ψ验.截至 clb午 5月 2日 止,呼市开特电脑

设备有限公司增加投入资本贰抬青万元i变更后的投人资本总额为伍拾万元,其 中实收资本

伍抬万元 .Ⅱ

199θ 年 7月 ,呼和浩特市开特电脑设备有阝k公 rll向 △尚局 ll请办理了本次公司△南变

更登记。经工蔺局核准发放的 《企业法人莒业执照》显示:企业名称为呼和浩特10开特电脑

设备有限公司;住所为人民体育场老干部活动中心 一楼;法定代表人为莫勇玲:注册资金为

o0万 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仟 .

1999年 2月 药 日,内 蒙宀r刂 治区}尚仔政甘理局个体处Hj具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预先核准呼和浩特市廾特电脑设备有u良 黄仟公司申请变吏的 /L·业名称为:内 蒙古开特

新技术工程有 ll0公 司。

四㈩ 年 3月 9日 ,根据股东会诀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 司注册资金由 mθ氵ol1o oo

元增加到 60877500元 ,炔 !|】 货币资金 ⒔0.OOn lll)元 ,实物资产 578,775lJll元 ,此次增资

业经内蒙古蒙建审计事务所

"ilˉ

.卉 |||其 嚎建1}i吮宁 (〕 999)第 |1吁验资报竹。|9⒆ 年 6

月 ″ 日.公司向 l∶ 两行政筒理

"巾
清办理 r本 氵欠公司变吏 !|∶ 两登记。

⒛0θ 年 2月 23日 ,内蒙古自治区⊥商行政管坩局出具 (内 蒙占)名称变核内字 {20θ 0|

第 %号 《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
“
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
”

,

20θ 1午 礻川6H,根掘根搦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公司罩程 ,公 I刊 注册资金由θ08,775⑾

元增加到 2.00000005元 ~+Jl蹭 资金本金 】.均 1.″505元 ,由 仑业资本公积投入 294,

0胡 ⒛ 元,由股东投入 l,θ97,!7b76元 。上述th资 业经内蒙占国建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

出具了内国建验字 【⒛01】 11号 验资报告。

2θ0!午 7月 26卩 ,根 jFhH贷 尔公决议、修改九l的公刊罩程 .公 l刂 注册资含由 2.00|.0θ0m

元增加到 3,086.θ 00tla元 ,扫i增 啖本金 1,086(“ X丿 00元 泞i股 东芡勇玲投入货币资金

5阿,OfO00元、lJ绍华投入货币资金 ll O,0000|V已 、孙苜尔投入货币资金 2.θθ000元 .

上述出资业经内蒙古国建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 出共 了内国建验字【2001】 ⒃ 号验资报眚。

⒛0θ 年 4月 19日 ,根据股东会诀议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

币 2,00θ ,0000θ 元.由 股尔吱珀玲等 !7人 j12ll⒃ 勹i1用 19"前缴足.变 豇后注册资本为

人民Tl5,086,O00θ O元。 ||述 ||{资 曲经内蒙lj丨 呼和浩特 ll弘 烨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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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呼弘烨所验字 【2θ 0θ 】第 出 号验资报告 .

⒛07年 4月 9卩 ,根据llt尔 会决议、股权竹 }∶ |ll议 以及修改后的公ol章稆,公 司中请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氵 llllll O0元 氵L+l仝 体股尔于 2lllr仃

"月
9日 前缴足,变史后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8.llB6-00000元 .200氵 亻r"川 2",股东杜丽qF,将 其持有的股份 ⒛,扭4llo

元转让给新股东王亚滨。上述出资业经内蒙古财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

具 F内 财信达验字 【⒛07】 第 |2号骑资报告 .

⒛ lO午 4川 30口 .根锯股东会诀议、股权转讠|lll议 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稆.公 司申请

增加注册资本人氏币 2,妮 5,HllO00元 .眭lh//l股 尔按出资比例缴纳,变 更后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lO,511,80000元 《 ,il时 ,股 尔ru绍华、张沟、苒相如、杜丽娜、李红旺、武连平、王

新民将其持有的内蒙古亨利新技术△∶程有眼公司部分股杈 301.⒛9θθ元进转让给股东莫勇

玲、王亚滨、张建萍、炅欠、刘肚利、萼ll l蕊 、李彬、李原欣、李向南、骆龙、师浩、陈雪

峰,股权转让后李红旺、武连 I`退 |u内 缘古扌利菊i技 术△程有u茛 公司股东会,某英、刘胜利、

曹丽蕊、李彬、李原欣、李向南、骆龙、师浩、陈{峰加入 ’·l蒙 占亨利新技术△租有限公司

股东会。上述出资业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弘烨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 出具 F呼弘烨所验

字 【⒛ 1θ l第 ω 号验资报告。

20】 2午 lO月 lθ 日,根 llA暇 东公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稆,公司申

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4,胡 8亠 ⒛0⑴ 元,吐l⒛ =/.股 东于 ⒛!2年 lO月 9日 前 -次缴足,变

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000lJtl元 。司时.股东刘胜利将共持有的 V,00000元股权

转让给股东王刚.上述出资业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弘烨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 出具 r呼

弘烨所验字 【2θ 】2】 第 ⒓ 号验资报告 .

20!4午 4H⒛ H,根 tlh股 东会决议`股权转 |h协 议以及修改后的公司覃稆,股东李向

南、邵国权将共分刖持有的 、 .和m Oo尢 、19,和⒑丿j,·L股权转吐给股东莫勇玲.转让后 ,

公司注册资本不变 .

2014年 5月 ⒛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 具信会师报字⑿O14]第 711027

《审计报告》i报告载明:截至⒛14年 4月 30口 ,有限公司经审计诤资产 25,"5,%0⒗

2θ 14年 θ月 16日 ,经有限公川股东会决议通lri jl意 有ljk公 nl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以公司截至 2014午 4用 ⒔O||经 宙计账面净资广 ⒛,吣5.mO ll元按 I729∶ l的 比例折

为 1500万元总股本 (每股面值 l元 ),其 佘部分 lO."5,960肟 元计入资本公积,以发起设

立方式将内蒙占亨利新技术△程有 u汶 公司缝体变更为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θ l=l午 6月 !7口 ,仃 0k公

"嘹 "亻
t暇 尔笞丬丁 《内蒙冖!氵 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发起人协议》, 司意以公 il冲 资产折股辂体焚妲的方式发起设 讧股价公司。

2014午 7月 岁 冂,有跟公 ll整体变吏为股份佝限公刊.冲资产折股验资报待业经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4Π 第 711θm号验资报告

县
υ
 
·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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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2θ l珏 年 7月 岁 日,股 r/o公 lll召 廾创t大会,冂意由原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作为股份公司

发起人.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截至 ⒛14年 4用 ⒔O凵 的净资产值 25,叨5,%0⒛ 元.按

1729∶ 1的 比例折合股份 1500万 股氵|争 资产余额丿\氏 il l●
.叨 5.%0ll,L计 入资本公积。

股份公司股份均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尢 .齐发起人在股份公司的持股比例按其在有

限公司出资比例确定。

⒛14年 8用 6H.内 蒙古亨利新技术⊥程股价有限公司取得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4年 l1月 26凵 ,个国 }!小 企lll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仟公 i刂 以股转系统函 !2θ 】4j2I4I

号《关于同意内蒙古亨利新技术△程股份有限公刊股票在全田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函》审查同意内蒙占亨利新技术△程股价有u反 公刊股票在伞lIl屮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证券简称:亨利技术,证券代码:阳 14明 。

⒛15年 7用 2θ 日丿公 il己向竹价 《非 L市公众公 lil监 督管理办法》以及 《含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耆适肖忙肯理细则 (试行” 规定的担L构 投资宵、自然人投资者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i20万股,每股价格 21尢 .扣除发行费用 3“ 万尢,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2明 3θ 万元,其中股本 120万元,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128⒛ 万元.j∶述刂j资 业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年 8月 20日 出具致同验资 (2015)第 HOz⑴ 340

号验资报告。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巧元。

201G年 05月 ⒉ 日,亨 利技术将资本公积 丨2亠 1pg,6o000尢 牍未分配利涧
',381,4θ

00θ

元,合计人民币 I4,m0,00θ llfl/L转增股本.转增后股本总额为 30,780.00θ  θθ元。有限售

条件股东转增前的股份为 9,183,37500元 ,本次转增股本 8,⒛ 5.03700元 ,共中;以资本

公积转增 6`91o.θ 8丨 00元 ,以 未分配利涧转蹭 1.M9.%θ ⒃ 元,转 增后股本总额为

17-448,412θ0尢 :尢眼转条件暇尔转增湔的暇价沟 T,0!b.b'500元 .本 次转增股本

6.314.96300元 ,其中:以资本公积转增 5,2δ 3,51u OO元 ,以未分配利涧转增 】.θ 31,妞 400

元,转增后股本总额为 13,331,腿80θ 元。上述转增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 ⒛】θ年 5月 ⒛ 日出具大华验字 [201胡 0004而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变更完成后的股权

结构如下表 9

公司企业法人茼业执照注册△:1501l,llO0α 帅l局m

公司法定代表人:莫勇玲

公司注册地址:内蒙芒f白 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丨κ北坷尔街 ″2号

公司总部地址:与注研地址 敛

公司类驷:股份有限公刊 (}⒈ 汀、|{然人投喷或扦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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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表;(单位:万股 )

i△刂扛
=二

脉垂△∴
=艹要::| }贺专| 暑筚 —

∷扦|}∵丨|鎏l‖i竹 l叫 |||忡轷}||甚甚⒈△
ij |     王新民     !  188100|  0θl%|   净资产

~~而
 |    攵i志春     :  188100|  061%!   净资产

15 |     李亚杰     |  188】 tlO   061%|   净资产

⒗ |     周建华     |  188100   0⒍ %|   净资产
!            ∷          |

彳  丨     崔国文     |  】88100|  0θl%!   净资产隹 囤 夂            :     灬  °!叨   ̄    v v!贮       l氵 少∴
`

曹丽蕊     |  18琵m   Oθ0%|   净资产

股份数 持股比例

王刚      !  13四四 ⒋%|净资产,货币资金

序号

| |    幕霁氵-亠
2  |     自绍华

8  |     李原欣     :  5405m|  l孔 %|净资产,货 币资金
∷                                                i                        丨                   |               `~   ~

|     !  碉 4雨1   151%|   挣资产9  |     闫蕙镦

13mOθ |  o妞%|   净资产

20

陈雪峰     |  122750! 0的%|净资产,货币资金

净资产

031%

o 95%

净资产

货币资佥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屈敏 货币资金

颜志敏

徐波

⒛⒛00   0阢%|  货币资金

∷肝照|}试 |蚕吾蚕鏖郁志明

董渊     }
lθ00!  001%!  货币资佥

3,07800θ0| 】00θ0%|

二)  经啻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瞀项目: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捎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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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 防安令评估;消防设施 △程项日的咨询管理及技术服务:建筑智

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安全技术lj,j范 系统设汁、施⊥、维修〈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经营 )号

防火防盗设备、机电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电子产晶、防火材料、倮温材料、施工材料的

研制、开发、销售.(依法须绐批准的项H,绐
"{大

部门批lll∴ i力 可卅展经常活动).

(三)  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公司属于建筑安装行业,}炔服务领域为硝防△程设讨斥冂施jL。

〈四)  财务揪表的批准报出

本财务报表业经公司全体章事 r⒛ 16臼 {9lI9冂 批准报出.

二、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无

三、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  财务报表的编制蓐础

本公司根据实际发牛的交易和事顶,按照llH政 部颁布r灼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具体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汁准则应用指南、个业会汁rll叭刂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 卜合

称
“
企业会计准则

”
)进行确认和计景,在此基础 L,结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

发行iF券 的公司估启、披露编报规叭刂第 15号——叫务报告的 般规定》(20I4年修订)的规定 ,

编Hll财 务报表。

(二)  持续经营

本公司对报告期末起 12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价,未发现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怀疑的事项或情况々因此,本财务报表系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四、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 实、完整地反映 了揪告期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晕等有关信启 .

〈L)  会计期问

自公历 1用 !H歪 12月 ∴1L|I!∶ 为 个̄会丨|午度·

(三)  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 )  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 卜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l 分步实现个业合并过稆中的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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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情况,将多次交易事项作为-揽子交易迸行会计处理

(l)  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虍 F彼此髟响的情况 阝lT i的 :

(2)  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项完整的蔺业结果 :

(3)   项交易的发刂i取决于共他至少 ⋯顶交易的发隹 ;

(4)  一顶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Ill其他交易 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2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本公司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饫偾.拟 H0介并

"在
被含并方资产、负债 (包括最终

控制方收购被合并方而形成的商誉)在最终控制力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而价值计量.在合并

中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勹攴付的命并对价账面价ll。 Ⅱ戈发行股份雨亻卤总额 )的差额,调整

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资 本公积巾的股本溢价不足冲lln的 ,调整留存收益。

如果存在或有对价并需要确认预计负债或资产,该预计负债或资产金额与后续或有对价

结算金额的羞额,调整资本公积 (资 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资 本公积不足的,调整留存收益 .

对于通过多次交易最终实现企业合并的,属 r-揽 了交易的,将 各项交易作为
ˉ
项取得

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不属 l1⋯揽子交易的,在取得拄制权H,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

资成本,与达到合并前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 上合并日进一步取得股份新支付对价的账

面价值之和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亏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对于合并日之前

掎有的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或金融△其确认和汁景准则核算而确认的共他综合收益 ,

暂不进行会计处理,直至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哞位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偾相同的

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号因采朋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中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

益和利涧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权益其他变动,暂不进行会计处理,直至处置该项投资时转入当

期损益。

3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本公司在购买日对作为企

"L合

廾对价付山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

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

为商誉亏合并成本小∫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iI辩 认净资产公允价偾份额的筹额,经复核后 ,

计入当期损益。

通过多次交换交易分步实现的非「l⋯控Hl卜 个H'合 9T,属 ∫-揽 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

作为一项取得控制杈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不属 j=-揽 r交 易的,合 并日之前挣有的股权投

资采用杈益法核算的,以购买口之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新增投资

成本之和.仵 为该顶投资的初始投资砹本:购 页

"乏
前椅仃F昀股权投资冈采+|l杈 襁法核算而

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在处置该项投资时采川∶j被投资中位匝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

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合并凵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采Ill金 融 ll具 确认不n汁量准 mkl核 箅的,以该

股权投资在合并日的公允价值加 L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 为合并口的初始投资成本。原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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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问的左颓以及原计入其他练仑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全

部转入合并口肖期的投资收益.

4 为合并发生的相关费用

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直接相关费用,于发

生时计入肖期损益亏为企业合芹而发行权旆性}H券 |/j焚 易费川,呵 苴接丿H珉 廿权益性交易的

从权益中扣减。

(五)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泫

1.合并范围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台片范 H日 以控制为皋础确定,h「F有
:F公 j"(包括本公司所控制的

单独主体 )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2.合并程序

本公司以白身和各j公 司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根据共他有关资料,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本公ol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将整个个业集团视为一个会计主体,依据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确

认、计量和列报要求,报照统 的公廿政策.反 H臾 本个H'集 lil辂体财务状况、经带成果和现

金流量。

所有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子公 nl所采用的会汁政策、公计期间与本公司 -致
,

如子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问与本公司不一致的,在编制含并财务报表时,按本公 nl

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进行必要的调整。

台,+财务报表时抵销本公刊 |∫ 各 r公 i凵 、各∫公·il棚 t乏问发△的内部交易对合并资产

负债表、合并利润表、舍并现命流氨表、合丿|股东权益焚动表的影响。如粜站在企业集团合

并财务报表角度与以本公司或亻公ll为 会计市体对问
⋯
交功的认定不同时,从企业集团的角

度对该交易予以调整。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当期净损益讦ΠH午 期综合收嵛中属于少数股东的份额分别在合并资产

负债农中所有者权益项

"卜
、个并诉刂ll农 |氵丨利引}|项 H卜吊l综含收溢总钡项

"卜
啤独列/jN。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 0损超过 了少数股尔竹:该 r公 「ll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份额

而形成的佘额,冲诚少数股尔权益。

对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以其资产、负债 (包括最终控制方收购该子公

司而形成的商誉)在最终控制方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为基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对于非 nl 控制 卜个刂L个 ,l取件的 r公 |丬 ,以购9i"刂辨认氵争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

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l〉  增加子公 ol或业务

在报告期内,若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子公司或业务的,则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期初数:将 了公司或业务合并肖期期初军报待期木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将

r公 |"或吡务什斤jh期瑚

"个
+li寸 i"|木 的现伞旋

"纳

入什”现佥流牡技,il时对比较报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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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ol合 并后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点起—直存在。

因追加投资等原囚能够对同 -控制下的破投资方实施控制的,视同参与合并的各方在最

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即以口前的状态存在,~仃调雅。住取得被合并力控制权乏前持有的股权

投资,在取得原股权之 H|j个 丿仁方和被合并”冂处 l∴ 同 控制之 H孰晚日起趸合并日之问己

确认有关损益、其他练什收施以及共亻L氵午价宀变动,分 刿冲减比钕拟技期问的期初留存收益

或当期损益。

在报告期内,苻冈非同 控̄制下个业合并增加 子公司或业务的,则 不调黎合并资产负债

表期初数;将该子公司或业务自购头

"至
揪什期木的收入、费用、利涧纳入合并利润表;该

子公司或业务自购买口至报告期术的现金流鼍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囚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控制 卜的被投资方实施控制的,对廿购买日之前持有的

被购买方的股杈,本公司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 允价值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H之 前持有的破购买方的股权lj0枝 权益法核算下的其他

综合收益以及除诤损益、其他综合收齑和利涧分四d之外的其他所有煮权益变动的,与其相关

的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转 ,·J购买u所属当期投资收益,由 F被投资方重新计

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变动而产尘的其lL练 合收益除外。

(2)  处置子公司或 l1,务

1) 一般处理方法

在报眚期内,本公司处置子公司或业务,则 该丁公Fol或 业务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费用、

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该子公司或业务期初车处置日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因处置部分股杈投资或共他原因丧大了对被投资方控制杈时,对于处置后的剩佘股杈投

资,本公司按照其在丧矢控制杈日的公允价值进行毳新计量.处置股杈取得的对价与剩佘股

权公允价值乏和,减 去核原持股比例爿算应 }有原仃了公司臼购买「i或个并日升始持续计算

的净资产的份额与蔺誉乏和的差额,计入丧火抬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

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或除净损益、其他综今收茄及利涧分酉.乏 外的其他所有煮权益变动 ,

在丧失控制杈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由 ∫被投资方菹新计景设定受益汁划净负债或挣资产变

动而产牛的其他综合收益除外 .

2)分步处霄于公 il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H至 良失控制权的,处胃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的

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 卜⋯种或多种情况,通常表明应将多次交易熹项

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

A这些交易是同时或煮在考虑了彼此肜响的情况下订立的 ;

B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啵 项亢辂的雨吡绌垠 :

C一项交易的发牛取决十共他至少 顶̄焚功的发牛 :

D—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足和】其他交易
—并考虑时娃绐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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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苜至丧失控削权的符顶交秭属于 -揽 了交易的,本公司将各项交

易作为一项处置
j「

公 ul并丧大控制权的交功j址 行介汁处I里 :但足丿在丧大控制权之前每 次̄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该于公司冲资产份额的差额,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为其他

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
—
并转入丧失控制权、期的损益 .

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A△ 丧大控制权的符顶交埸不属 rˉ揽 r交 ,/,的 .在 丧大扮制权

之前,按不丧失控制权的情l,L下 部分处胄对 r公 Ⅱ的股权投资的lll关 政策进行会

"处
珥:在

丧失拄制权时,按处胃了公i"ˉ 暇处胛方法进行公i}处 J牲 .

(3)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本公司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掎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子公司

自购买日 (或合并口),T始持续计算“j|肀 资产份额之问的差额,洞帖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

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ω  不丧矢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i司 的股权投资

在不丧失控制杈的情况下因部分处置对子公刊的长期股杈投资而取得的处置价款与处

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 F公 nl向 购买H成含井日开始持续讨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羞

额.调整合并资产负侦表 |冖 的资本公积】Ⅲ的股本流价,负 本公积「l的 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 ,

调整留存收益 ,

(六)  合营安排分类及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l 合营安排的分类

本公司根据合常玄+l的绌构、法 ll’ |l彡 式以及仆什玄排 l{/J定 的笊款、其他相关事实和情

iIt等 囚索,将合营安+l分 为共同经营和合倚个业 ,

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的合营安排 ,妇j分 为共凵经营:通过单独∴体达成的合营安排,通

常划分为合营企业:但有确凿证据表明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营

安排划分为共同经营 :

(1)  合茼安排的法律形式表明,什竹″对孩女排巾ll0相 关资产和负债分y,l享 有权利

和承担义务 .

(2)  合营安排的合同条款约定,合什方对该安排中的+l大资产和负债分别享有权利

和承担义务。

(3)  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氵合什方对胲安排中的相关资产和负债分别享有权利

和承扣义务.如 合苗方氵有 !j含 营女排杆|关 的丿1IV丨 仃「。̂tl.并 H该安排中负债gj清 偿持续

侬赖于合营方的支挎 .

2,共同经营会汁处理方法

本公司确认共同经营中利益份额中与本公司相关的下列项目,并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

(i)  确认嗨独 il杆有的资产,以 枝核炔h额确认共 句扑有的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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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单独所承担的负债,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承担的负债 :

(3)  确认出售其享有的共同经胥产出份额所产午的收入 ;

(刂 )  按其份额确认共 iil经 青因出侍产出所产生的收入 :

(5)  确认单独所发生的费用,以及侬共价额确认共llil经 营发生的费用“

本公司向共同经营投出或H{售资产等 〈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在该资产等由共同经

营出售给第三方之前,仅确认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部分.投

出或出售的资产发生符合 《
=/lN业

会计准贝刂第 8廿——资产减值》等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的 .

本公司全额确认该损失。

本公司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寺 〈该资产构成证务的除外 ),在将该资产等出售给第F方

之前,仅确认囚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归属 }共 lil经 苜其他参与方的部分“购入的资产发生符

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等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的,本公司按承担的份额确

认该部分损失。

本公司对共同经营不享有共同控制,如果本公司享有咳共同经营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共同

经营相关负债的,仍按上述原则进行会汁处理,否则,应 肖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

行会计处理 .

〈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本公川库存现命以及可以随时用 jl支 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将

同时具备期限短 (⋯股从购买口起,≡个用内到期 )、 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己知盒额的现

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四个条件的投资,确 定为jL金等价物。

(八〉  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l 外币业务

外币业务交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凵的即期汇率作为折算汇率折合成人民 F|记

账。

资产负债表日,外 币货币性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汇兑差额 ,

除属子与购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相关的外币专门借款产生的汇兑差额按照借款费用资

本化的原则处理外,均计入
′
h期损益.以叻史成本汁景的外币△货 nl性项H,仍采用交易发

生E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政变共 lnL账 本位币命额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 lil公 允价l【h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

的汇兑差额作为公允价值交ruj损 益计入当期损益。如属于可供出售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形

成的汇兑差额汁入炔他综合收浒 .

2,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颀目.采用资产负债表 H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杈益项目

除
“
未分配利润

”
项目外,其他顶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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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i采用交易发生口的即期氵「率+ll算 找照 |述盯算产牛“j外 |Π 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处置境外经营时,将资产负债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中列示的、与该境外经营相关的外

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自 其他综合收益项日转入处置当期损益:在处置部分股杈投资或其他

原因导致持有境外经营权益比例降低但小丧大对境外经营控制权时,LJ该境外经什处置部分

相关的外币报表折算羞额将归属于少数股东仅益,不转入当期损益.在处置境外经营为联营

企业或合莒企业的部分股权时,!j该境外经竹相关的外币揪表折算差额,按处置该境外经营

的比例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九)  金融工具

金融I具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斋 L只 。

】 金融△具的分类

管理层根据所发行命融 r其 的合同条款及共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非仅以法律肜式,结合

取得持有金融资产和承担金融负债的目的.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分为不同类别:以 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莳的金融资产 (域命融负债 );持有罕到期投资;应收款项:。I

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负债等 .

2,佥融工具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 )  以公允价值计量 J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英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和卣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章 Hj1变动计入肖期损斋 /l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是指满赶 卜列条件之 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氵

l)取得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日的灶为 r在短期内出售、回购或赎回 :

2)属于进行集中菅理的呵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近期

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细合进彳∫管理 {

3)属十衍生金融工具.ll|足 被指定为有效套期上具的衍{tj具 、属于财务中l倮合同的

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揪价且共公允价估不能可靠计晕的权益jt具投资挂钩并须通

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 .

只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才可在初始计量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

】)该项指定可以消陈或印j砬 减少{{|j∶ 命融资广~。k金融负债的计量基础不同所导致的相

关利得或损失在确认或计量方面不一致的惰况 ;

2)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的I:式书向丈件己载明.该 伞融资产组舍、该金融负债组合、

或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评价并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 :

3)包 命 —项或多项彬t入 衍△ l∶ 其的混个 ∷u,馀非嵌入衍-L⒒ 具对混合△∶具的现金流

量没有重大改变氵或〃i嵌 入的干氵丁△ 1∶ 其明甜不应 h矽 \十H天混合 ∴其中分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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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含需要分拆但无怯在取得时或后续的资产负偾表凵对其进行单独计量的嵌入衍生

工具的混合工具。

本公司刈以公允价值计帚H共变动计人 h期损益的命融资l+或佥融负债,在取得时以公

允价值 (扣除己宣街但尚未发放的现个骰利政己助伺唐朋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初始

确认金额,+l关的交埸贺{"计 人氵h期损益.|艹亻∫llll Ⅱ|掐 取待r沟利忠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

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

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应收款顶

本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肜成的应收债权,以及公司持有的其他企业的不包括在

滔跃市场上有报价的债务△具的侦权,包括应收账款、共他应收款等,以 向购货方应收的合

同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具有融资性质的,摈其现值进行初始确认。

收回或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勹该应收款项账而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⒛  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旧田定、H收 金额凵定或可确定,H本公司有明确意图和能力

持有百到期的△衍生性金融资产 .

本公司对持有至到期投资,在取得时按公允价值 (扣除己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

启̀ )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仵为初始确认金额.持伯期问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

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奋实际利率在取得叫确定,在 该预期存续期

"l或

适用的更短期问内保

持不变。处置时,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确i价值之问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如杲持有至到期投资处置或重分类为共他类佥融资产的金额 ,杆l对 于本公司仝部持有至

到期投资在出售或重分类前的总额犊大,在处置或重分类后应立即将其剩佘的持有至到期投

资重分类为闩r供 出售金融资产:更 分类卩,i咳投资的账雨价值 与英公允价值之问的羞颓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在 该西l供 出售金融资产发△lln值或终 !|∶ 确认时转艹|,计入 y勹
期损斋.但是 ,

遇到下列情况可以除外 :

!)出售H或重分类冂距离l9/项 投资到期凵或赎

"凵
较近 (女口到期前三个月内),且市场

利率变化对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没有蛀著影n向 。

2)根据个 n.约 定的偿付方lk.个 业已收 l ll几 乎ll有初始本命 ,

3)出售或重分类是由于企业尢法控制、颀期不会雷复发生 H难 以合理预计的独立事件

所弓起。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仓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牛金融资产,以及隙其他

金融资产类另刂以外的命融资产 .

本公司对呵供出售金融资产,杓 :取 得时lrx公 允价值 (扣除己∴竹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己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启̀ )和相关交豺赞l÷ l乏礻u作 为初始确认金额。持有期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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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利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斋 勹r供
"|告

命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

朱.除减值损大和外币货 Tl性 舍融资产肜成的

"氵

L掉额外,百接讠|人其他综合收益,处置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臼价值之问n勺差额,计入投资损益;lnl时 ,

将原菖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损益。

本公司对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杈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

杈益△具拄钩并须迪过交们核权旖 :只 结箅的衍}命融资产.弦照成本汁量 .

(5)  其他伞融负偾

按其公允价值和相夫交功费|ll之 和仵为初始呐 V、 伞额.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如 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

方,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lIn保 留 j'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ll1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则不终

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

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足否满足 L述 金融资产终 L确认条件时,采川实质翥廿肜式的原则 .

公司将金融资产转移区分为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

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若额计入当期损益 :

(l)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伍 :

(2)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i |j原 南接 }}入所有帝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 (涉及转

移的金融资产为可供 |!{售 金蔽资产的情形)/~和 ,

佥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

认部分和未终吐确认部分之问.按照各白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盒额的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 :

(1)终 吐确认部分的账 佴i价 值亍

(2)终 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 原苴接计入所育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

止确认部分的金额 〈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佥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 !|i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该命融资产,所收到的对价确认为-项

金融负债。

4 金融负偾终止确认条件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则终吐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本公

司若与债权人签定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债,彐 新金融负债与现存金

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 j∶ 不 il的 ,则终 tL晌 认现存伞融负偾.并 F·
l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对现存金融负债含部或邡分合冂条款作 |||实 质性修故的,则终止确认现存佥融负债或其

一部分,同时将修 r·k条款后的金融负债确认为一项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含部或部分终止确认时.终止确认的金融负债账面价值与支付对价 (包括转出

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扫的新金融负债 )之间的挂额,计入当期损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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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若凵购部分金融负债的,竹jll购  核照继续确V、 部分 |j终 止确认部分的相对公允

价值,将该金融负债整体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分配给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

价 (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ln的新金融负偾 )之问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5 金融资产枸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本公司采用公允价亻仃计量的命融资产和|伞融负债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

以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共公允价值亏初始取得或衍生的金融资产或承担的金融负债,以 市场

交易价格作为确定其公允价值的基础;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采用估值技

术确定其公允价值.在 估值时,本 公 ljl采用在当前情况 卜适刖并 n苻足够呵利用数据和其他

信息艾持的估值技术,选择jj市
场参 !j煮在栩共资产或负债的交易r冖 所考虑的资产或负债特

征+ll 致的输入值,并

`ljl能

优 jtl.t|凵 相关 |吁观察输人亻ri.在柙关 叮观察输入值无法取得或

取得不叨实叫行的情况 卜,使∫H不 呵观察输入值 .

6.金融资产 (不含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

资产负债表口对以公允价值计量 H其变功计入肖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

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有客观 lI据 表明该命融资产发△减值的,汁提减值准备.

金融资产发}减值的客观ll据 ,包括但不限丨:

(1)  发行方或债务人发△严霆财务困难 ;

(⒛   债务人违反 F合同条款,如偿付利虍或本命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

(m  债权人出 r经济或法仲等方面 ,·l索 的考刂,对 发△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仵出比步 ;

(珏 )  债务人很 h∫ 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 H∶组 :

(5)  囚发行方发午重人叫钎困碓,该伞融资产尢法在活跃巾场继续交易:

(6)  尢法辨认 组金融资产中的某项资产的Il,b金流量是否l~经减少氵但根据公开的

数据对其进行总体评价后发现氵该卸t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以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确己减少

月可计量,如 该组金融资产的债务人攴付能力逐步恶化,或债务人”i在 国家或地区失业率提

高、担倮物在其所在地 l× 的价格明显 阝降、所处行业不景气等 !

(7)  权益工具发行方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使权益工具投资人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

(8)  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侑发{i严 革或非钎时性下跌 :

金融资产的具体减llJ方法如 F: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竹准备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夜凵利各颀 刂供出件金融资产采用个别认定的方式评估减值损矢氵其

中氵表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牛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杈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

或非暂时性下跌,具 体章化杯准为:廾 该权溢 r灶 投资 F资 产负债未 H的公允价值低廿其成

本超过 5θ%或低于其成本持续时问超,l!2个 川 |什 !2个 H)的 ,则表明共发}减值奋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碱值时,uH使该金融资产没有终 !L确 认,本公司将原苜接计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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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综仵收益的因公允价竹 卜降肜llN的 宗}|锁 大″
`共

他纺仆收盍转 ||{.计 人:h朋损益.l0/转 出

的累

"损
失.等 ∫白1供 ||{ll仑 触资r∷ 的初始奴件戍本巾{眸 己收

"{本

伞和已摊余金额、肖前公

允价值和原已讠}人损益的减值损久后岣余额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问公允价值己上升且客观上

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牛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可

供出售权益丁具投资发}的诚值损大.仃 该仅益 ∷具价亻F∶ l il升 时通过权益转u|:但在活跃市

场中没有报价 Π其公允价值不能 l刂 苹i←量的权溢△其投资氵或勹该权益⊥具挂钩并须通过交

付该权益⊥其结算的衍刂i命融资产发生的诚值损失,不得转回.

(2)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减值准备

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有客观证据表明共发△ 了减值的,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之问差额计箅确 V、 f,k竹 损矢:}|捉巧l如 |仃证+h农 明其价们己恢复,原确认的减值

损失呵予以转 fΠ ,记入肖Hll损 斋 .亻卩该转

"|的

账

"丨

价竹不超过假定不计提诚值准备情况 卩该

金融资产在转 l。l}‖ 的摊佘成本 ,

7,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偾的抵销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圳列示.没有相互抵销.但是,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的,以相互抵销后的诤额在资产负债夜内列示 :

(l)本公刊具有抵销吐确认个额的法t权利,"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呵执行的 ;

")本
公ul讨 划以冲额结算,或 H时 变现该金融啖产和清偿咳金融负债。

(十)  应收款项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蚺项计提坏

"κ

准备的应收款巧i的 确认标准:l“ )万尢以 {∶ .

单项命额市大的应收款顶坏贝κll备 的讠{l,L方 法:0F1独 i± 行减lll llll试 ,报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捉坏账准备,计人当l【ul损 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

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汁提坏账准备冷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侬据

对于单项命额不重人的应收款项,|j经 羊独 ll l试 「l冰 碱值的单顶令额黾大的应收款项—

起按信用风睑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

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 合现时情况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

确定组合的依据 :

确定/ll个 的依拥

按账龄分析法汁捉 j不账准轩的应收袱项组合 l

组合 2 内鄢及关联方应收款项

摈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为法 (账龄分析法、余额白分比法、其他力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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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1 |           账龄分析法

∶除有确定依据表明无法收日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外,不确认

丨           坏账准备
组合 2

(2)根据信∴丨j伙1险特仙:刿 t命 嗍;tlj讠 |挝 方Vi

O采Π刂账龄分析法!|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⑾)   共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1年 以内          |       o5            o5
】-2年                l()          !o
2-3午                  ⒛            ⒛

⒔-1年

"-o年

|;()

o0

|讠
()

50

5年 以上 |             lO0        |               lO()

②采用共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号

组 今名称 方法 llL明

组介 1内 部及关联 方∫立收款顶     陈仃确定依ll技 lll尢 法收凵全额 ll捉坏账准
′
    备外 下确认坏账准备

3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顼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r昀 I里 由  涉及沂讼或刈应收款项命额存在争议的应收款项

申独进行减lla测 试,如 |柴客观证ill农 明其发生 r减值的 .

坏账准备的计捉力法   根椐其未来观今流量低 r其账面价偾 l/j差 额确认减值损

久

(十一) 存货

1 存货的分类

存货娃指本公刊在凵常活动屮打仃以备|i|竹 均产成乩或丙咛仵雨品、发出丙乩、低值易

耗品、已完△未结算△租等 ,

2 存货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存货发出时按加权平均法计价 .

3 存货可变现挣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各的计提方法

朋末对存货进行个面清企石,按存货的成本 rj叫 焚,「,L诤值孰低捉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库存商晶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丹】于出售的洧Π【存货.在 讧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

以l0/存 货的估计告价减去估lH的销告赍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 定共可变现净值:需要经

过加工的栩料存货,在△L常生产经肓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晶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

计将要发△的成本、估汁的销侪赞川仰相大‖t赀 石的个额.确定共刂变现净lFl号 为执行销锌

合同或者劳务合Fol而持仃的〃货,共可变I姑 冲伍以台冂价格杓基础汁箅,若持仃存货的数量

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 出南j分 的存货的呵
j/F现

净竹以 股销乍价格为綦mt+计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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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木按照单个存货殒 Hi{硭 存货跌价准符:{]对 丨
l数

量繁彩、中价钕低的存货,按照存

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j在 冂一地区~h产 和销侍的宀品系列相关、具有相 nl或 类lli最终

用途或凹的,且 难以 Lu其他项目分丿〔计量的仵货.则 介 l「计挝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囚素已经消大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己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 l。l的金额计入肖期损益 ,

4 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俘制 .

5 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晶采用—次转销法。

(△ 二) 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

l 划分为持有待筒确认标准

本公·ll将 。l时满足 卜列条件的个业组成邮分〈或 {冖 流动资产 )确认为持有待倍纟l成部分 :

(【 )该组成部分必须在其当前状况下仅根据出售此类组成部分的惯常条款dH可立即出

售 ;

(2)企 业已经就处胃10/纟 H成 南j分 仵出决议,+9l按规定需待到股尔批准的.已经取得股

尔大会或相应权力机构的批准亏

(3)企业已经与受讠←”签 }刂 r小 i刂撤lll的转 l|仂 议:

“ )该项转让将在 年内完成。

2,划分为持有待售核算方法

本公司对于持有待售的凵定资产,调 整 l。/项凵定资产的预讨净残值,使该固定资产的预

计净残值反映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贽旧后的命额.但不超过符合持有待俜条件时该项固定资

产的原账面价值.原账面价值高丁凋箔ll。 预计氵0残值的左额,应 作为资产lFR值损大计入当期

损益。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 日或摊销,按照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孰低进行计量 .

符合持有待售条件的权益性投资、无形资产竿共他非流动资产,比 H0上述原则处理,但

不包括递延所得税资产、《个H'公计准贝刂第 J2号 ——命融 「其确认和计章》规范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囊的投资性房地产和△物资产、保0t含 ll!{i产 1i的合l il权 利 .

(十三) 长期股权投资

1 投资成本的确定

(l)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其体会
`|政

策洋见本附注四 /(五 )Fil-控制下

和非同⋯控制下企 H冫合并的会计处lf「●法

(2)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艾付现金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桉照实际艾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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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朋股权投资苴接 ill大的费川、税舍及其他必要艾出.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

成本;发行或取得自身权益工具时发生的交易费用,可直接归属于权益性交易的从权益中扣

lF0。

诌i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

前提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人的κ期股权投资以换|"资 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初始投

资成本,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雨价值和应艾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迪过债务黾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共 仞始妆资吠木报照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

2 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

(l)成 本法

本公司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并按照初始投资成

本计价.追加或收回投资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攴付的价款或对价!|!包 含的己亩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 ,

本公刊按照享有被投资中什宜行分ll【 的现金股利或利i Fl确 认为冯期投资收益 .

〈2)权益法

本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对 干其中一部分通过风

险投资机构、共同基金、信托公 l· l或 包括投连险幕伞竹i内 的类似}体间接持有的联营企业的

权益性投资,采用公允价矿l计量⒒!共变动计入损讳∷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女亻}投 资成本人十投资时应亨仃破投资申位冖r辨认氵争资产公允价值份

额的差额,不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小十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挣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取得长期股杈投资后,按照应亨仃或应分节!的被投资中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

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练合收益,冂时调整κ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

按照被投资单位官告分派的利涧或I,u命股利ll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涧分配以外所有耆杈益的共他变动 ,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

本公司在确认应享有破投资中亻i∶ 净损茹的份额时,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中位符项可辨认

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i对被投资荦ll的 }争利i问 ,~+行 调整后确认。本公诃与联营 /HY业 、合

营企业乏汩i发生的未实现内乩交功损诠报|照 应亨竹的比例计算 lH属 ∫本公 nl的部分予以抵

销,在此基础⒈确认投资损益 .

本公司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牛的亏损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处理:苜先,冲减长期

股杈投资的账而价值。其次,长 ll l暇 权投资的l怅 刂价π丨不足以冲减的,以其他实质 }∶ 构成对

被投资单位诤投资的长期权益账而价lll为限继续确认投资损失,冲减长期应收项目等的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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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最后,经过上述处理,按照投资合Fml或协议约定企业仍承担额外义务的,按预计承担

的义务确认预计负债,} λ宀期投饺损大

被投资单位以后期 rl实现拙利的,公 刊竹:扣 除木确丿、的 o损分担额后,按与⒈述相反的

顺序处理,减记己确认预计负债的账 盯佘额、恢复共他实质 tl构 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

期杈益及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后,恢复确认投资收益。

3.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l)  公允价值i|量转权益法核算

本公 lll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峥位不烘仃控制、共冂控制或堇大影响的按仓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权益 l+投资,囚迫加投资笛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人影响或实

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⒛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

的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乏和 ,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咸

本。

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 "r供 Ji0I个融资产岣,共 公允价值 |丁 账面价值之闸的差额,以

及原计入其他综含收益的累闸公允价llt变动转入政核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按杈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按照追加投资后仝新的持股比例计算确定的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在追加投资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羞额,调整长期股杈投资的账面

价值,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2)  公允价值 i|景或权益法核算转成本法核箅

本公

"原
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其有控+l、 共凵控制或霆大影响的按金融jL具确认和计

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权益性投资.或原持有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因追

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
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在编制个刖财务报表时氵摈照

原持有的股杈投资账面价值0ll"新 增投资成本之巾,作 为政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购买

"之
前持有的股权投资冈采川权益法核筇 ni确 丿、的共他综合收益,在处置该项投资

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凵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 号一ˉ金融I具确认和计量》的

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的,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岽讣公允价值变动在改桉成本法核算时转

入当期损益。

(3)  权旆法核算转公允价值计量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股杈投资等原因丧大 r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置

后的剩佘股杈改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 ″ 号一ˉ金融△具确认和计量》核算,其在丧失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 tj账 阝|价值之问ll杆 额计入当期损益.

原股杈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共他练仓收益,存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

被投资单位直接处菁相关资产或负侦扪{H的 菇础过仃会汁处呷
'

(4)  成本法转权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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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因处置郎分权益性投资等原l。
Nk大 j'付被投资唯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

表时,处置后的剩佘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钅刂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权益法核

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 nll采 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 .

(5)  成本法转公允价值计量

本公i刊 因处冒部分权益‖投资{原因丧大∫灭̀}破 投资忸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揪

表时,处苜+l,的 剩佘股权不能对被投资羊ll义 施共l。
i扑制或施”u霓人彰响的,改拟 《企业会

计准则第 ″ 号——金融丨△具llm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汁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4,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处矍κ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伍与实际取得 {∫〉款乏 lll的 荐额,应肖汁入肖期损益。采用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 处罾该项投资时,采刖与被投资单位葭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

债相同的蓦础,按相应比例对原计入其他综介收益的部分进行会计处理 .

处置对子公司股杈投资的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
种或多种情况 ,

将多次交易事项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

(!)  这些交易足

"时
或打在考虑 r彼此杉响的恃 i9亡 卜诃立的亏

(')  这些交埸整体扌能达成 项宄杵的甬业纬朱;

(3)  一项交易的发牛取决 l=其 他至少 -项交易的发生 ;

(4〉  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 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杈的.不属于 一揽子交易的 .

区分个别财务报表和台并财务ll0表进行桕大佘计处理 :

〈I)在 个刖财务报表中,刈 丨处置的股权,其账m丨 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 ll的 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处置后的剩佘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亻立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彰响的,改按权

益法核箅,并对该剩佘股杈视 lol白 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i处置后的剩余股杈不

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 《个业会讦准则第 ″ 号——金融丁

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钅t进行公丨{处 ll,火 在丧大打制之凵的公允价值与账雨i价值问的差

额计入肖期损益 .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刈 r在丧火刈
:F公

刊控碲刂权以前的各项交易,处置价款与处

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应对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挣资产份额之间的差

额,调整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资 本公积不过冲减的,调 箔留存收益;在 丧太对子公 lll控

制权时,对于剩佘股杈,按照其亻E丧失控制权

"的
公允价值进行鼙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

对价与剩佘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亨有原有 r公司自购买

"开
始持续

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闸的差额,计人良失抻制权当期r沟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与原有

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处置对
jF公

司股权投资苜f火 久控+ll权 的符顶交易属 r—揽 r交 易的.将各r贞交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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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处置 子公司股权投资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汁处理 ,区 分个别财务报表和l合并财务

揪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

〈I)在个别财务报表 |,石 i丧 人控 Hi刂 权乏前行 次处置价款与处置的股杈对应的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闸的艹额,确 认’No共 亻L殊 什收益.在丧失控韧权时 并转入丧失控制权

当期的损益。

⑿)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在丧失控制权之莳每 次处苴价款 |j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该

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杈当期

的损益 .

5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

如果本公刮按照相关约定与其他参Jj力 集体控柯某项安Fl.并‖对该安排 Lnlil∶ 具有黾大

影响的活动决策,需要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 △方
—致同意时才存在,则视为本公刊与其他参

与方共同控制某项安排,该安排即属于合营安排 ,

含常安排通过单独}体达成的,根据相大约定判断本公 .ll对 该单独⊥体的】I÷ 资产享有权

利时,将该单独t体作丿J个什个H'.采用权益法核算,右根据栩关约定判断本公 nl并非对该

单独主体的净资产享有权利时.该 Ⅱ独}体仵/ll共 lll经 苘.本 公 r。 l确 认 |j共 同经肖利益份额

相关的项目,并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仃会计处理。

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

控制或者丨:其他方 起共H扑 制达吖岐策的刊定 本公司通过以 卜 种或多种情形,并综含

考虑卩i有 革实和晴况后,ll脚 l时 破投资ri什 u有 市人肜响,(!)在被投资单位的莆葶会或类

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 2)参 !j被投资单什财务和丨经常政策 ll定 过I+:㈠ )与破投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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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四) 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捋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

土地使l+l权 、持有并准备增仳后转 i|!ll△地使+ll权 `u⊥ 出租的建筑物。

本公司的投资性房地lL按共成本作为入账价值,外购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和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艾出|自 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的必要支出构成 .

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1进 行 l【 l续 }|量 ,桉其预汁便用寿命及净残值率对建

筑物和l△地使用权计提折 }{或摊π、

投资性房地产的朋途政变为向川时,白 改变之 H起 ,本 公

"将
该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固

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自用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时,自 改变之日起,本公

司将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转换 ,△o投资性房地产,发 牛转换时,以转换前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

后的入账价值。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 煮水久退H|使 Fll川 颀讠|不能从共处置!}i取 得经济利益时.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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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 l妨 .投资性房地产}{俜 、竹计、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

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丨|入 、期损旆

(十 五) 固定资产

1,圃定资产确认条仵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蔺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并且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

计年度的仃形资产.凵 定资产仵同时满址下列条

"时
予以ll认 :

(l)与 该国定资产有大的经济利淹很叫能流入个业÷

(2)该 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丙r靠地计审 |

2 固定资产初始汁量

本公司固定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其中.外购的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买价、进 tn关

税等相关税费,以 及为仗叫定资i^达 i刂 顶t刂仗|{!状态前lll发 生的 刂葭接归雇十该资产的其

他艾Hj。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山 建造该颀资产达到预定 il便丿川状态前所发{L的 必要支

出构成。投资者投入的 刮定资产,按投资合 il或协议约疋的价值仵为入账价值,但合同或协

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按公允价值入账.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

质 h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奄实际艾付的价款与购

买价款的现值之Ⅱl的 笙欲,除应子吩本化的以外,竹 :估 丨丨j期 问内i|人 当期损益.

3 固定资产后续计量及处置

(1)  固定资产折 口

固定资产折旧按其入账价值减去硕计净残值后在预计使用寿命内计提。对计提了减值准

备的固定资产,则在未来期间按扣除减值准备后的账雨价值及依据尚可使用年眼确定折 |卩 额。

利用专项储备艾出形成的同定啖产i核 !吖{形 宀k+l定 资产的成本rl减 r々贞储备.并确认相

同金额的岽计折旧.该 旧定资产/H以

"朋
闸不洱{l,L折 旧:1I捉挝折 日仍继续使川的ljl定 资

产不计提折 口。

本公司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确定圃定资产的便用寿命和预计挣残值。并在

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诤饯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 r。 原先估计数存在

差异的,进行卞H应 的调骆 .

各类叫定资产的折 |}{方注、折 ||午 限和I午折 |率 +ol卜 ÷

折旧年眼 (年 ) 残值率 (㈦ |年折 口率 (%)

317

|    23 75
|   

】9ˇ 3! 67
(2)  圃定资产的ll续 攵出

圬凵9t资 产有关的∴i续艾||{,符 个 |0定 资产oHl丿、条件的,汁入

"定
资产成本:不符合固

定资产确认条件的,在 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讠 0

1

|∴

一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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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资产处置

当固定资产被处置、或者预期通过使用成处岢不能产÷|i经 济和益时,终 |h确 认该固定资

产.圃定资产出售、转计、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相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

当期损益 .

4,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计价和折 |日 方法

当本公司租入的固定资产符合下列 顶或数项杯准时.确认杓融资租入l÷l定 资产 :

(1)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仃权转移给本公「il。

(2)本 公司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应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杈时

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冈而市:+ll赁 廾始日就刂以个理确定本公司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杈。

⑴9即使资产的所有权小转移,ll租饫期宀fl+赁 资产使FTl寿 命的大部分 ,

(49本 公司在租赁肝始

"的
最低 fll赁 付款额现ll+,厂 1j^杆 |肖 1=相 赁开始凵租赁资产公

允价值。

(5)租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本公司才能使用。

融资枇赁租入的司定资产,核枧斫开始 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

耆中较低者,作 为入账价lr1.嘏 l,t+± l赁 付款额仵丿uκ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考额作为未确

认融资费用。在租赁谈判和l签 丨!租赁合同过程中发
'}|的

, ll丿 :丨 属∫租赁顶日的r续赍、律师

费、差旅费、印花税等初始直接费用,汁入租入资产价值.未确认融资费用在租赁期内各个

期间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分摊。

本公 nl采用圬自有团定资产桕 致的折丨}:政策计提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折旧《能够合理确

定租赁期属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r竹 ,在 耵t赁 资产使用寿命内计提折
"。

无法合理确定租

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仃权的.‘ i∫H赁 期丨j和 t赁 资产仗用寿命 l9l者 中较短的期间内

计提折旧。

(十六) 在建工程

】 在建工稆的类刖

本公司白行建造的杓!建 ∷柙按实际成本计价,*际成本lh建造 l’/项 资产达到预定可便用

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艾H|构 成.包打 }稆 llj物 资砹本、人 ∷成本、交纳的桕关税费、应予资

本化的借款费用以及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本公刊的在建⊥程以项目分类核算。

2 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标准和时点

在建工程项 H按建造该项资产达 1· l顸定可使∫H状态前所发生的仝部支出,作为固定资产

的入账价值。所建造的袍:建 丁租已l lN到 顶定呵便nj状态,但尚未办理竣 ∷决算的,自 达到预

定可便用状态之冂起,根据工柙预算、造价域者△稆实肋l成 本等,按估汁的价值转入田定资

产,并按本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政策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

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调雒原己计提的″i旧 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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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借款费用

1.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公司发生的借款费‖i,可 ri接归属于符介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耆生产的,在符合

资本化条仵的情j=n下 开始资本化.计 入相关资产llk本 i其他借款贽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

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忄H当长时问的购建或耆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

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圃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汨j存 货等资产‘

借款赍用凵时满挝 卜列条件时丿r始 啖本化 :

(l)资产支出已经发△.资产艾出包jr为购建或煮牛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lo以艾

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忠债务形式戊生的支出 ;

(2)借款费用己经发生 ;

(3)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2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问

资本化期问,指从估款费∫{刂 开蚰资本化
"刂

点到停止资本化叫点的期问,借款费用暂停资

本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用停

止资本化。

宀购建政膏
丿
丨:产 竹亻}饺 礻、化条仃 亻∫0产 }|im∶ ∫冖Ⅱ|丨 ‘庐”1亢 △ |}i叮 Ⅱ独便用时.该 郎分资

产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

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彐:氵 但必须等到艴体完丁后才呵使用或可对外销售

的,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

3 暂停资本化期间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仃|u丿 建或 -j∶ 产过 F+卩 }发△的非 |!i常 |{|断 、⒈L|{l断 时 ll连 续超过 3

个月的,则借款费用暂仵资本化:该项中断切丨是 l· 购建或刂:产 的符仑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

预定可便用状态或耆可俏售状态必荽的程序饣贝刂竹款费
"j貅

续资本化。在中趼期问发住的借

款费用确认为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建或耆生产活动重新开始后借款费用继续资本化。

4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专广j借款的利启、费|{j(扌凵吁 Lil未 功|{|的 “款资命存入锒行取待的利 忠收入或者进行暂时

性投资取佴的投资收益 )放 共铀助费|凵 仵刀l9uj建政拼~}亏 产的符台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或者呵销售状态前.子 以资本化 ,

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艾出加杈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

本化率,计算确定 ⋯般什款0△资本化的利启命额.资 本化率根jIl一 般倩款加l杈平均利率计

算确定.

借款存在折价或者溢价的,找 !照 实际利午法确定每 一会讠}期 lll应摊销的折价或者溢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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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调整每期利启、金额 .

(十八) 无形资产与开发艾出

无形资产是指本公司拥有或者控{刂 的irI有实物形态的呵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1 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外购无形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刭预定用

途所发生的共他艾出.购 头兀肜资产的价款超过 ∷常信∫l!条 件延期艾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

质的.无形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9!值 为皋础确定.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无肜资产,ll l9/无 肜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幕础确定其入账

价值,并将毫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Lu咳用以抵债的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之问的差额 ,讠 |入当期损

益 ,

竹:非货丨卩性资产交换具备雨吡实顷 ll换 入资 ∷或换刂|资 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帛计橐的

前提下,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无形资产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綦础确定其入账价值 ,

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吏加呵靠亏不满足⊥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艾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无形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账

价值:以非 il一控制下的/rN业
吸收介并方lk【仅得的尢形资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

内部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其成本包拈:片发该无形资产时耗 lll的 材料、劳务成本、注

册费、在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其他 ←利权和特汗权的摊销以及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利启̀费用,以

及为使该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所发生的其他由接费用。

2 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本公司石{取符无形资产时分ll判 断共 l·t∫ {|寿 命.划 分为使川寿命有限和使l+l寿 命不确定

的无形资产 .

(1)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内按直线法摊销。每期末 ,

对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 ,+in与 原先估计数存在差异的 ,

进行相应的调整 .

经复核,本期期末尢肜资产的便|i寿 命及摊销方法 !j以 前社i计未有不同。

(⒛   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无法预见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视为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对于

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拘 :持有瑚问内不摊绡.每期木对无肜资产的寿命进行复核.如

果期木袁新复核后仍为不确定的.布饵个分丨|期 凵继续进彳了减值r ll试 .

经复核.该类尢形资产的l.t|H寿 命仍为不确t.

: 划分公司内都研宄开发项目的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具体标准

研究阶段: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研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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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阶段令

开发阶段:在进行两业性△产或仗用甫t,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l应 fll于 某项计划或设计 ,

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ri品 等活动的阶段‘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亻H发生时计入肖期损益。

4 并发阶段支出符合资本化的具体标准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攴

"{, 
司时满疋 厂列条件时确认为无肜资产 :

α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共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 L具有可行性 i

⑿)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晶存在市

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尢形资产将衽内部仗+ll的 ,能够汪H,l其 有用性 :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艾l+,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

便用或出眚该无形资产 ;

(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艾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不满足 上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攴出,}发牛H{汁入肖期损斋。以前期闽己计入损益的开

发艾出不在以后期问重澄i确 V、 为资产|己 资本化的丿r发 0亻冫段的艾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为开

发艾出,白 该项 H达刭预定冂途之 H起转为无形资产。

(十九) 长期资产减值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长期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如果长期资产存在

碱值迹象的,以 申项资宀为基ll估讠|j(fr收 Ⅱ伞额:碓 以对哞顶资产的呵收回金额进行估计

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幕础确定资产·/l】的 凵收 lnl佥 额 .

资产可收回命额的估计 ,根据共公允价亻ri减去处置费Ifl后 的诤额 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两耆之间较高耆确定。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长期资产的可收同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长期资产的

账面价值减记个刂收ln命额 ,″ |艾 }]的 饣祉确丿
`沟

负宀减亻rt损 大.汁人!h期损益i同
"`∫

H提相

应的资产减值准备。资产ll+值损大 经确认.布:以后会计。Jl闸 不佴转凵。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诚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j在 未来期间仵相应调整,以使该资

产在剩佘使用寿俞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值 〈扣除预计挣残值 )。

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

都进行减值测试 ,

在对蔺誉进行减值坝刂试时i将蔺举的账而价值分摊至硕期从企业介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

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在对包含尚誉的杆关资广纟H或召资产组绌合边行减lr· i,l试时,0ll与

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包含尚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l命额 .,l。j{H关账l阿 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

包含商誉的资产臼!或芾资产打t打 !个 i世 仃减亻矿:测试 比较运芈桕关资产组政耆资产组组合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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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价lli(包 括所分摊的两誉的账面价 l±l由
j分 丿}j共 可收㈣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的 lI收 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尚誉的减值损失 .

(二 十)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是指本公司已经发⒋但应山本期祠以ll l各 坩j负担的分摊期β岌在 】年以上

的各项费用.长期待摊毋∫

"/f受

嵛期内按rt线 法兮期摊销。

(二 十一)  职工薪酬

职 △薪酬 .足指本公i可 为获得职 L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子的各种形式的报酬

或补偿.职工薪酬包括短0Jl薪酰、离职后桕利、辞退柚利和其他长期职丁福利。

1 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是指本公刊在职工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十 =个月内需要全部

予以艾付的职△薪酬,离职后福利和辞退福利除外。本公司在职△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

应付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根弼职△挝供服务的受溢对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和费用 (

2 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是指本公 ill为 荻得职 |∶ 提供的服务由j布职I迟体或 1j企 吡解除劳。lj关 系后 ,

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短期薪酬和渖退福利眸外。

本公司的离职后福利计划分类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

划}女 为参加 H丨 符地劳动及社会帜呻

"t构

犭!纠 实施的礻!∶ 余幕本养老倮险、大业倮险等:在职

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问.将 ll0据 设定捉存计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

入当期损益或才H关 资产成本 .

本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定期缴付上述款项后,不再有真他的艾付义务 v

3 辞退福利

辞退福利足指本公刊在职△叻动仆司到 }缸l之 前解陈丨j职△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

自愿接受裁减而给予职 【的补偿.在发隹宀nll汁人当0ll损 益个

4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是指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之外的其他所有职工福利。

对符合设定提存讨戈刂条件的其他长期职 「福利,在职T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 ,

将应缴存含额确认为负亻丿i,"|{入 宀j叻锁小成佃关资|艹 丿戊本 .

(工十=)  预计负偾

l 预计负偾的确认标准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本公司确认为预计负债 :

该义务是本公刊承}|的现时义务:

履行该义务彳良ir能 盱敛亻济利襁流J{本 公刊亏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呵靠地计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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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计负偾的计量方法

本公司预计负债按履行相关I,,时 义务所搞的攴出的最l+ll+|数 进行初始汁量。

本公司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综合考虑 }j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

值等因素。对于货币时问价值影 lFnl羁 人的,迪过刈相关未来现金流出进行折现后确定最佳估

计数 .

最佳估汁数分别以下情况处∫l:

所需支出存在—个连续范田 (或卜间丿, {i该 范Fhl内 符和绌泶发Hi妁 可能性 +ll旧 的,则

最佳估计数按照该范 lBl的 中问值即 t∶ 卜u艮 命额的△均数确定 .

所需支出不存在—
个连续范l+〈 或区闸 ),或虽然布在—个连续范围但该范围内各种结

果发生的可能性不桕同的,如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日的.则最佳估汁数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

确定:如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目的.则最l+估计数按扦种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本公司清偿预计负债所需艾出 /△i部
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令额在基本确定能

够收到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确认的补偿盒额不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 十三)  股份支付

1 股份支付的种类

本公司的股份攴付分为以权旆蛄箅的股份攴付和以现舍结箅的股份攴付。

2 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对于授予的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具{按照活跃币场屮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

对于授予的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其公允价值,选用

的期权定价模型考虑以 阝囚索:(l)期权的行权价格|″ )期权的有效期亏⒀)标的股份的

现行价格;(1)股价预计波动率:Ⅱ )股 i,l· 的预计股利:")lIJl权有效期内的无风险利率。

在确定权益△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时.考虑股份攴付l9j议 规定的可行权条件巾的市场条

件和非可行杈条件的影响。股份艾付存在非

"行

权条件的,只 要职⊥或其他方满足 r所有盯

行权条件中的非市场条件 (如服务期限等),即确认己得到服务相对应的成本费用。

3,确定可行杈权益工具最佳估计的依据

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夜川,仪拓最新取件的口r彳 I权职△人数变动等后续信启、作出最佳

估计,修正预计日1行杈的权益⊥其数黾.在 ll彳∫权H.墩终预讠{lr彳亍权权益△具的数量与实

际可行杈数量一致 .

4,实施、修改、终止股份支付计划的相关会计处理

以杈益结算的股份艾付,按授 r职 丁权旆丁j|的公允价值计景.授 子后立即可行权的 ,

在授予日+^k照 权溢 △具的公允价伯 }|入 |H关 l.|本或贽川,‖ {应 llq lf资 本公积 ,i/|亢 成等待期

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缋条件才
"j行

权的,衽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冂,以 对呵行权权

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千H的公允价亻￠∶,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在可行杈口之后不再对已确认的相关成本或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
50   86



内蒙古亨利新技术丁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半 年度报告

额进行调整“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艾付,核照本公刊承

"!的

以股l|N或 共{L权 益△具为基础汁箅确定的负

债的公允价值计量,授干后立即可行权的.竹 |授 扌 {以 本公

"承
担负债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

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负债。在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以后才可行权的以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亻̀|,在 等待朋 lNl的 每个资产负债农日,以 村Ⅱ1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

按照本公司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将 肖期取待的服务}|入成本或费用和相应的负债 在々

相关负债结算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H以及绌算臼,刈 负债的公允价值黾新计量,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

5 对于存在修改条款和条件的情况的,本期的修改倩况及相关会计处理

若在等待期内取消 丫投千的权益 :烘 ,本公丨H刈 收消所投子的权益性 :△ 具作为加速行杈

处理,将剩佘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额立即计入肖期损益.同时确认资本公积.职I或其他力

能够选择满足非呵行权条件r!竹 :等待期内未满足的,本 公刊将共仵丿u授子权益 △其的取消处

理 .

(二十四)  优先股、永续债等其他金融工其

本公司按照金融△具准则的规定,根掘所发行优先股、水续债等金融⊥其的合凵条款及

其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非仅以法律形式,结 含舍融负债和权益 二具的定义,在初始确认时将

该金融△具或其组成部分分类为金融负债或权益△其 :

l 符合下列条件之-,将发行的金融工具分类为金融负债 ;

(I)向 火他方交付现伞戌其他命蚀资产的合 l·l义 务 ;

(2)在潜在不利条件 卜, tl共 他方交换今融资产或舍融负债的合同义务i

(3)将 来须用或可用个业自身权施}其进行乡1筇 的非衍-!∶ 0具 合同, H个业根+h该合

同将交付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具 :

(4)将 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具进行结算的衍牛工具合同,但 以团定数量的自

身权益丁具交换田定伞额的I圯 个或火他伞钲资产杓衍
丿
:△ 烘含同陈外。

2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将发行的金融工具分类为杈益工具 :

(l)该金融工其不包括交付现含或其他伞融资产给共他方,或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其

他方交换金融资产或奄融负债的合lnl义务 :

(3)将 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结算该金融△具的,如该金融工具为非衍生工

具,不包括交付l1变 数晕的r|,权益 ∷烘进行鲇箅的介同义务:如为衍生△具,企业只能通

过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Πi只 交换同定今额的观个成共他命l+10资 产绡算该金融ェ其。

3.会计处理方法

对于归类为权益△具的金融工具.共利息艾出或股利分配都应当作为发行企业的利涧分

配,共冂购、注销等作为权夼的变动处理.手续贽、佣命等交易费用从权益中扣除 ;

刚十归类为命融负债的个砸 L!t,炔 fl U攴 ∫|{戍股和分内d原则 ∴按照借款费+ll进 彳i处 I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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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1刂 购或赎冂产⒋的利得或忄;{大 符计人肖l【ll损 益κF续费、佣金等交易费用计入所发行工具

的初始计量金额。

(二十五〉  收入

1 销售商晶收入确认时间的具体判断标准

公司已将蔺品所有权 h的 主要风险和丨报酬转膨给购买方.公 nl既没有倮留 l。 所有权相联

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蔺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号相关

的经济利益彳炅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己发生或将发生的咸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晶销

售收入实现 ,

2,确认让波资产使用权收入的依据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彳反可能流入./LN业 ,收人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分别下列情况

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

(l)利 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2)佼 用费收入金额.仫照仃关价冂政协议约定的收咖
"∫

ll和 ″法 }{箅确定。

3,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建造合同收入时,确定合同完工进度的依据和方法

在资产负债表口提供劳务交易“j纟 、果能够冖r棠估计的,采用完 r白 分比法确认建追合同

收入。建造合同的完⊥进度,依据已经发生的成本占预算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按照己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建造合同收入总额,但己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

价款不公允的除外,资产负偾表 H按照建j爸 什同收入忠额乘以宄 ∷j士 嗖扣除以前会讠{期 问累

计已确认建造合同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建造仵冂收入:冂时.按照建造介同硕算总成本

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汁期问累计已确认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当期劳务成本。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

(【 )Ll经发生的建造命冂成本预计能够得至刂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建造合同成本金

额确认建造今同收入,并按

"|"金
额结转建迪个∷l.K本 .

(2)已 经发牛的建造合冂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 已经发生的建造合lml成本计

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建造合旧收入。

4  确认维修劳务收入的依据

竹:资 产负债表

"提
供劳务交功的绌朱能够可帛l+讠 }的 ,斤 J在 lllˉ 年吱内=T始 芹完成 ,

劳务已经提供丿{=收到价款政垠佴收到价款的侬+ll时 确V`芳 务收入的实现。

(二十六〉  政府补助

士,类型

政府补助,是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

企业ll有 帝投入的资本.根 +l lll关政

"丈
仵lt定 吖j补助

"象
,将政府补助划分/INJ!j资 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苄Π与收益十H大杓畋 ll补 1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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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本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

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赴指除与资产佃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

2 政府补助的确认

对期木有证掘表明公 .il能够徇介财政扶ii政策规定的+l关条件

"预
计能够收到财政扶

持资金的,按应收金额确认政府补助.除此之外,政府补助均在实际收到时确认。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命额讨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 ,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 允价傥不能够 {刂 靠取得的,按照名 丈伞额 (人 氏币 l尢 )计量々按照

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I1接计人当期损益.

3 会计处埋方法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按照所建造或购买的资产使用年限分期计入

营业外收入 ;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用 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闸的相大赍l+l或损大的,确认为递延收益 ,

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问计入肖期苜业外收入:用于补偿企业己发生 r昀相关费用或损大的,取

得时直接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

己确认的政府补助需要返还时,存在相关递延收益佘额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余额 ,

超出部分计入肖期损益;不存在+H大递延收益的,苘接计入当期损旆 .

(二十七)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所符税资产和递延l ll得 税负债根粥资产祠|负 偾的讠|税基础 jj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 (暂

时性差异)计算确认<于 资产负债表H,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预期收回

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 l+l税 率计晕 .

1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捃

本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寿舁、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

款抵减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面r抵扣暂时性羞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同时

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子确认:(l)该

交易不是企业合并;(2)交 易发{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

对于与联营企业投资相大的可抵扣暂时性并片i冂时满赳 卜列条件的,确认相应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暂时性差异在可颀见的未来很刂能转「,lt未 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偾的依据

公司将肖期与以前朋问ψ交未交的应纳税哲时性荐舁确V、 为递延所得税负债。但不包括氵

(!)尚 誉的初始确认所形成的钶H寸性芹异 :

(2)非 企业合并形成的交易或苷颀, 凵lp/交 易或荨项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

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或 呵抵扣亏损 )所形成的暂时性若异 :

(3)对于与子公司、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羞异,该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
69   86



内荥古亨利新技术丁程股份有限公司 ⒛⒗ 半年度报告

间能够控制并1± 该暂时性左异饣呵顶处的未来|艮 刂能不会转冂。

3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将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l)企业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宀期所件税负债的法定权利 .

(2)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闸—税收征管部闸对同-纳税主体征收的

所得税相夫或耆对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 -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

所得税负债转凵的期 lll内 .涉 枝的纳 f「t}体体总图以净额纬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

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茼 偿债务

(二十八)  租赁

如果租赁条款在实质上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转移给承租人,该租

赁为融资租赁,其他租赁贝刂为经常租赁 ,

1 经苜租赁会计处属

(I)公 司租人资产0ll攴付的租赁赍,在 小扣陈免Il朋 的整个Ir~赁 期内,按直线法进行

分摊,汁入当期费用。公词攴付的与租赁交易相关的初始 j!i接 贽∫H,汁入当期费刖。

资产出租方承担了应由公司承担的 L。 租赁相关的费用时,公 司将该部分费用从租金总额

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分摊,计 入当期费用。

″ )公刊出租资产刀i收取的IL赁 贺,在不打徐免租FJl的整个租赁期内,按直线法进行

分摊,确认为租赁收入.公 「l艾 付的|j租赁交易ll关的初始菹接赍叫,计入肖期贽l+l:如 金

额较大的,则子以资本化,在 整个租赁期旧j内 按照 |j租 赁收入确认相Fnl的 基础分期计入当期

收益。

公「ll承担 F应曲承租力承申!r昀 勹和{赁 |H关的费ll ll∷ 公刊掐该部分赍用从租金收入总额

"i扣

除.报扣陈后的租金费|||在 仳喷匆|内 分屺

2 融资租赁会计处理

(】 )融资租入资产:公 司在承租廾始日,将 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Lo最低租赁付款额l,L值

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

差额作为未确认的融资赍lll.

公引采用实际利率法对未确认的融资费lpl,竹 :资 产租赁期问内摊销.计入财务费用 .

(2)融资租出资产:公 丬苻i租 赁廾始H,将ψ收融资租赁款,未押倮余值之 fll与 其现

值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在将来收刭租金的各期问内确认为租赁收入,公 司发生的

与出租交易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初始计量中,并减少租赁期内确认

的收益含额 .

〈=十九)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七要会计政策未发牛变更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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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眚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乏令

五、  税项

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

税 种 汁税依掘

按税法规定汁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
.

基础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
|

|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
.按

应税营业收入计征

税率

17%,ll%,6%,3%

3%,5%

增值税

营业税

城 ll维护建设税

企业所得税

按实助l缴纳的营 il/税 、增值税及消费税计征

按盹纳税所佴额讠|征

7%

25%

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耆均为人民币元 )

注释1.货 币资金

项  日 期木糸额 期初佘额

库存现金 76,4u3 弓o 7,992 16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          5,2θ 6,2θ 1 22     .

|     l14.26251
7,007,288 3θ

37,665 88

合  汁 5氵  |亏 7,017 23 7,052,946 ‘O

截至 2θ lθ 年 6月 3θ 凵吐,本 公 i凵 不存在质押、冻结,或有潸在收回风险的款项莶

其中受限制的货币资金 ull细 ull卜 :

项  目       ;   期本佘额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期初佘额

履约保证金 Il!.∶ 62 弓丨

|l",262 51

丨7.665 88

⒔?.665 88合计

注释2 应收票据

1.应收票据的分类

项目

银行承兑汇票

期术氽额

亏22, !70 00

期初余额

蔺业承兑汇崇

合计 522,170 00

2.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资产负偾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项日

银行承兑汇票

封|木终 :确 丿
`命

额 朋本未终止确认仓额

53θ ,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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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商业承兑汇票

合计

朔木终 I|;确 V、 个额 期末未终止确认金额

o30.00θ  00

3 应收票据其他说明

本报眚期应收票据中无持本公司 5%以上 (含 丙%)表诀杈股份的股东单位欠款。

注释3 应收账款

I 应收账款分类拔露

期木余额

种类

单项 金额重 大并

单独计提坏 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金额 比例

44.945,252 76       100 00

计提 |

←匕矽刂
(%)

账面价值

8 73 | 41,020i374 84

8 ?{)   ‘I,θ 2θ ,37吐  84

账面佘额 坏账准备

金额

3,924,877 92

(%丿  :

按信用 风险特 征

组合计提坏 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申项伞额 虽 不茧

人但 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合计 44,945,252 76 3,924,877 92

账泊i余额

期初佘颌

坏账准备   |
种类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   金额   {匕例(%)   金额

革顶莶额董关并革独}       _   .       .u冫 .¨    ¨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ll合

=丨 !.808,5|讠 1 {|1 |: |∶ ;丨
j}{|},{;91 2{; 8 59   38,219,143 1】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 |

应收账款      |
!00 0() |   3.o89,391 2{〕 38.219,

红t合 中,按账龄分析法‖提坏账l0l符 的应收 l怅熬

|!焉 |  账面价值

|  刂!.808,53" |4

期木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

应收账款 计提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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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1年 以内

应收账款   |
2亻 .s79.668 80

期末佘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9氵 0阿b,926 ·!|;

l、 257,29吊  5b

69!,986 】7

387氵 θ60 1o ∶

44,9"5`252 7({ |

54 9】

l-8!7,⒔85 '9

377、 188 67

|rl5.993 08               1 54

387,θ6θ  10 |              θ 8θ

8 8"2 {礻 l; 70        88{ 2〕 】 讠7 |            19 67

ll|∷ 01921丨

)-924,877 92 |

20 22

2 8θ

5年以上        :
合计 10θ  00

续 :

账龄
应收账款

期初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㈦

1年 以内

l-2乍

2-3年

25,j83,75θ  25 l19,758 75 | θ0 24

.        0,阿50.866 2j     1.970亠  17; 25

4、 7!0,277 I7
"71,027 71

】! 27

23 56

2 36

! 65

0 92

3-4年

4-5年

5年 以上

295,⒔ 78 |;3

{;‘ 5{993 θ9

|    387,060!0   387氵 o6θ 1o|

4!{808,s{)4 34     3,589.391 23 |

984.594 12

btl!,986 17

合计 lO0 0θ

2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木余额前Π名应收账款

单位名枸【

内蒙古东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眼公司

中lal移动迪估集Lil内 豪宀有 lll公

司

冖i应 收账款期 |

木余额的比例  己计提坏账准备
(%)   .

期末氽额

'-o50,7|11 9(|
内蒙古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Fl

2,2丙 6、 ⒔刂O O() 5 θ||||||||||| |华海分公司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内蒙古自

治区边防总队

ll,28】  7θ

!   2,211 9θ 珏 o0 |          4 n2 |    ^n°  7〕 p (,211,9θ 珏 00 | 492| 509,71892

合计

3 本报告期无报告期前己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氵或计提减值准备的比例较大,但在本

报眚期又全额收回或转回,或在本报眚期收回或转回比例较大的应收账款情况。

茌 本报眚期无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情况。

5,本报告期应收账款中无持本公司 5%以上 (含 5%〉 表决杈股份的股东单位欠款。

注释4 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  |"| 丨79、 65o 9| 36θ 0|l,173.lI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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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1年 以内

l毛 2午

2至 3午

3午 以 ∴

←匕矽刂(%)

"5 89
|   48 48

.    2 7θ

2 87

l00 0()

,。l木 余襁

命初i

l,71(|,83" 31

l,605,7⒔ 7 75

71,】 19 10

12! 14b 10   |

|∴ 5(丿 8,H丨 !Hb

期初佘额

比例 ("    伞额

{H 7b   |  丨.935 'G9 {6

.【 亏 76   |  2,04'!,384 3刂

2 03        116,567 59

{ 4:;       121,146 40

!(() ll(|      】,2|T.|;67 T9舍 }

2,账龄超过一年叶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未及时纬算原囚的说明

单ll亿 称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意∝

什理委 员会

内蒙古 玄泰尔防火保安 没备 }∶ 迕

有限责任公刊

大津ii防 火涂料丿

煳木佘额

{|()(),0ll0 00

〓k讠 ;,〓

"|∶

∴!| |b

|;1b.`〓 7 {(j

"长

齿令

12年

!2午

l-2亻丨|

木及时纬算原因

购买△地预付定金

付款未至刂货

付款 木到货

潍坊和特管业发展有限公 nl

徐州苏堪建设工程有限公 nl

!2乍

1年 以内、12年2⒔5,308 63

】.478,748 25

;{;讠 ,327 ()ki 亻刂款未到货

付款未到货

合计

3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朋木余额前⊥名的预付款情况

单位 名称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

区如意区管埤委员会  |
内蒙宀安泰尔prl火 倮 玄
设备制造有阝k赍 仔公刊 |

大津巾防火涤料∫   .
潍坊和特伸业发展有卜k

公司

朋木仑额

占】t丨 亻刂账

彬({j!k朽|的

比亻歹刂(%)
顶付款时闸 木结算原因

〕00`000 oo

〓
"; '`∴

 "`

{)|({|汴 !!T |()

∷i|{j, ;27 |6

2礻5,308 63

!)∷ Ii∶ 、、T|8 ∶:氵;

8 5o

T`;()

9 "s

{丿  o◆

67】 | l

|2 1" .

1V年

l-2亻 i

丨一

'亻

{∶

l-2亻 :

.购
买土地预付定金

.亻刂款木到货

付款未到货

|亻刂款未到货

徐州苏星建设⊥程有限
|

公司         |
台汁

午以内、12年 |付款未到货

4 预付款项的其他沈明

本报告期无预付持本公 i刂 5%以 {|

注释5.其他应收款

l 其他应收款分类披露

【佾 ;%)大 决权股份的股尔中位耘项 |

种类
"κ

n|东额

‘>幼i   L匕 lF.刂
(||丿

llll木 余欲

坏
"κ

 llf侪

计挝比 :

|仔刂(%)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

‘芦雨i、

账恤i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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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 |

||{}i丨 ||}|丨丨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 |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
|

款         ∴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账面余额

金额   比例 (∴ )

hll木 佘额

坏账准备

捌 滞郓
.  账面价值

6-570氵 587 89  10o o0 ∶   267,879 46 4 08 ∶   6,{;o2,7θ 8 43

合计 6-570.587 89  100 o| 4 θ8    6,3o2-708 432b7.H79 46

续 :

期初余额

种类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

款

技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

款

账而余额

金额   比例 (∴|)

坏账准备

捌 社帮

】0θ  θ0 |    253, I10 73 |   5 554.562,】 74 26

△

 ̄
 ̄

 ̄
 
 
 
 

一 
 
 
 
 
 
 
 
 
 
 

一

账面价值

4,3θ9,063 53

单项金额虽不鼋大但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合计 | 4,5θ 2,174 26 253,】 lθ 73 555|4,309,0θ 353

其他应收款分类的说明 :

(丨 )  组合中,拟账龄分析泫i|捉坏账 ll备 的共lL应 收款

账龄
期木佘额

1年以内

l-2年

2-3仃 i

3-4年

4-5年

2,371,401 74

!o〉 乏{!8 |{)|

⒓2,吕 7⒓  ⒓o

其他应收款  .
4,160,795 76

坏账准备

20,803 98

237, I40 18

|∴ !63 64

6,77】  66

!  讨扌是比矽刂 (%)

6,570,587 89

账龄

66 ∷ 86

期仞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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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以内

l-2午

2— 3午

3-4午

4-5午

5年 以 h

其他应收款

∶), ||6. ;5丬  T()

1!.t刂 9tl亠 b"i; |∶!

〓
' 

亏7u z(丿

i氵 ,9()()00

!亠  |Tb-17' ()〓

坏 账 准备

|0 7‘ 1 78

22{∶ 9、
q6! 丙l

!Π 111|

计提 比例 (%)

47 95

51 〕7

0 乃0

合讠|

7、 .)00 00

2弓 {;, ll0 7{j

o18

!O0 00

(2) 组合中,采 丨H其他方法汁提坏账碓符的其他 L讧 收敖

组合名称

内部及关联方应收款

含计

.  其他应收款

2 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同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报告 lln无 报告期前已全额计捉坏账lll各 ,或 |提诚值准饪的比例较大,但仃本报告期

叉含额收回或转回,或在报告期收凵或转冂比例较人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3 本揪告期实际核销的共他应收款

本报告0Jl无实际核销的其他tΙ 收款怙况

4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佘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llll木 佘额

|  坏账准备   |计 提比例 (%)

中位名称  |大 联大系  款硕忤顷   }叨 木余额 贝k|l令

|占其他应
|

∶收款期木

爿、客页ll勺 仁匕

例 (%)

坏账准备

期本余额

内蒙 ||巨 华房地 .

产开发集团有限 非关联方 投标伙i正个

公司      |     |
⊥晓肜      非关联方 △稆备用金

"乎
和吖{特φ L、 共

资源焚易 |!心

尺津 大 —
建 没集

团有限公司 巴彦 |

淖尔分公司

吕连平

+大砝力 投仂丨悚 |占 ◆

非关联力 履约保证金

非关联方  工程备用令

∴丨(|.()(丿 (丿 (l0  |亻
:丨

:|∶丿||lNl

" 
弓7 .  60.000 0ll

5 IO 丨   】,674 87

7 76    2,550 0θ

12 |7   80.000 00

讠34-974 侣  1午 以内 |

8()().0()()()()

⊥. 130.90O 90 | 17 2】  | 5,654 5ll

'
 

一
内

勹

 
 
以

闩

 
一
年

合 || 3.()7吕 `87亏  33 46 81 ∶ 149,879 37

5 英他应收款其他说明

本报告期其他应收款中持本公刊∴%以 |l(↑ 5氵t)农 决权暇份“j股 尔中位情况

汁提坏账金单位亿称 | 期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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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丨  额   :       :
~  ~         u     冖●∷冖         ̄       ∷ i       ̄        ‘- ˉ̄  ̄    ∷      饣一  ̄     。̄ ˉ  ̄ 冖ˉ̄ -

注释6 存货

期末佘额              期初佘额

跌 !     |     |跌 |

项  目  |  ¨ ~^。   |价 |  ¨ ˉ 庥 艹   丨  萜
=人

茁   |价 :

丘∷|Ⅴ了||耆 |眇 :ⅤT嚼 ⅤT
840θθ|   8400o| |   8400θ

Ⅲ      | |
田⒉m|玑⒛2,⒛⒍θ8| i田 ,⒛29⒛⒍m
茁{∶ {∶ o,亻古。|祛 ∶甘{ {∶÷,j`i,甘 △,彝∷Ⅱ∶∶∶∶∶l∶∶ !Ⅱ∶汛:∶∶∶|乩j甘∴⒍:。 ||艹 j甘

iij甘。。

i镯 獭
|璀 |蛹 傩 .鼹 翩

丨茔 丨

蛹 触

|             灰  :            .

注释7.固定资产原值及累计折旧

1.圃定资产情况

项 目  丨房屋及建筑物 丨机器设备 | 运输工具 | 电子设备  |  合计

∴ 蛔|  | !⋯
 }¨ ⋯‖⋯¨̈厚j{|:0i|     |       |     ∶

l 期初佘额 |5,妁o,oo4,19|     ! 8㈨ ,37400| l,m1,″ θ⒛ |7,θ21,m4⒓

2 本期增加  !
金额     |
购置    !
在 建 工 程 转

入

企业合 并增

本期减少

处置或报废 i

融资租出

其他转出

5,40θ ,θ04 19 |4,期末佘额

1,期初佘额 2,lθ8,783,05 |

17.229 92 |     】7,229 92
—    !

17,229 92 |     17,229 92

3,

金额

累计

2 本期增加  | 85,590 θ7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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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运输工具 : 电子设备 丨 计

·

厶
囗
一

融资租出  |
其他转出  !

4 期末佘额  |2饣 250,⒔

"!2三   减值 |       |
准备     i
l 期仞佘额  |
2 本期增加 |
佥额     :
计提    |
企业合并增 |

力日             |

其他转入  |

|  818. 138 0∶ ; |  l,231.398 48 . 4.3o3.909 θ3
|            |              ●

∷          |           |

3 本期减少  |
金额     .
处置或报废 !

融资租出  丨

其他转出  :
4 期本佘额 |
V"   账面 ˉ

期末账面

期初账面

1】 7, 】57 77 丨 {;,i礻 35-02‘  81值

一
 
值

⒈

价

⒈

价

3,I45,631 o7

3,231氵 221 14

72,235 97

90,221 23

产 。

125,71927|3,447,】 θ164

2,圃定资产的其他说明

期末无暂时闲置固定资产、无通过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无持有待处置的固定资

注释8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偾

1.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打|未 余额 期初余额

呵抵扣锕  |

时性羞异  |

边妞ll停  讨抵扣暂莳性i娩延胼荇瓶

税资产    荐异  |  资产

项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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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水余额 期初佘额

项 H     |刂 抵扣抑   递延

"i〃

j  町抵扣笤时性  递延所得税

日寸旺差井  |  税资产    羞舁  i  资产

1,048,18937. l,θ 48`lU937|960,62551| 960.62551

资产臧值准备    l亠 0"8-】 8臼 ⒔7 1{θ侣 丨8937  %0氵 m55】   %o,m55】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涧

"r抵
打丨亏损

合计

2 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本报侍期无未经抵消r昀递延|昕 得朽t负 债 ,

3,以抵销后净额列示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偾

本报古期无以抵销后冲额列示的递延所得税负产或负债 ,

‘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呵抵扣暂时性差异明细

本公 ll截 至 20!6午 6川 η()|},lL木 确认递延l「 彳÷∫税 l
N̄产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斤及可抵+Ll△

注释9 短期借款

l 短期借款分类

损 (

∫贞  日

质押借款

抵押借款

朋木余额 期初佘额

",石

00,00() 00            4,5θ θ,θo0 00

保证借款

信用借款

合寸十

短期估款分炎的说吲|:

⒛14年 4用 ⒛ 日公刊与内缘山银彳∫呼和浩特ll+K lL思氵u大街攴行签讠j以房产证廿为呼房

权证回民区字第 20θ70t弥】6号 、呼房权证 l【
i民

l× 宁第 200700m】 7号、呼房权证 Lnl氏 区字第

200700阴⒛ 号、呼房杈lI回 民「×字第 200700田 26岩 、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 2θ 0700阴27号 、

呼房权证冂民Ⅸ字第 20θ 7llllm28号 、呼房权lT冂 κl× 字第 ⒛07θ 0田29号 、呼房权证冂民区

字第 2007llll腮⒔O刂 、呼咕权iFllκ |κ }第 z("70"H|∷ 廿、呼房权讧回民区字笫 ⒛0700腮44

号、呼房杈证回民|X字笫 20Il|oq2v吁 、呼房权川:Ⅲ 刂民{κ 宁第 uO"lO陇 ll号 、呼房权lJ回

民区宇第 ⒛ IIlO陇妨 男、呼房权证扫{t《 区宁笫 2()l!11⒔ ⒛9吁的 ll处 两铺作为抵押,获得

最高额度为 伤θ万元的内Π乎成 (最抵 )字 【2θ 14】 第 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项下 ,

内蒙 .ll银行给子|勾 嚎l△}利新技术 ∷仰暇份仃限公刊的循环借款额度为人民 l「l肆佰伍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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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i额度有眼期为 ⒛ 个月,白 20【 4年 4月 2u

买原材料,单笔借款的具体用途以 《内蒙古银行

为准。

2 无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倩款

注释10   应付票据

0|侄 ⒛I7午 4月 ⒛ 日止。

“
坜贷通

”
业务提款申请书》

借款用途为购

所记载的用途

种 类

银行承兑汇票

期末余额 期初佘额

两业承兑汇票

合计

注释 l1 应付账款

1年 以内

1-2臼三

!1 !2T,l{18 0f丿

7,{;'j-55,j) {i)(j

2,'|8.r;弓 (丿  2()

1.T`6,7{; h〓

25,17t|,082 71

!1氵 2(〕 {讠,420 31

7.8b9. 155 81

U-479.990 60

1.79∶ ∴233 62

26.345,80o {)4

2-3年

3午 以上

合计

l 账龄超过 年的重要应付账款

单位亿称      .   llll木 余额   丨  未偿还或结转原因

烟台金世通消防△程服务有限公司 |    出2,v6” | *到结算期

2,应付账款的其他说明

本报告期应付账款中尢欠持本公刊5%以 |l(禽 5%)夜决权股l/i的 股东单位款项 ,

本报缶期应付账款中尢久关联力款项。

注释12   预收款项

1,预收账款情况

项 期木余额 期初余额

!4.575、 893 45

17,289,681 72

1年 以内 .              8,925,004 9o

l〃 午

23午

⒔午以⒈

合计 22.6()4.25" 12

2,账龄超过-年 的重要预收款项

70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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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锡林郭勒盟浩力交通建设有限大任公司

锡林浩特市锡凌煤矿

朋 木佘额

1,弓 ()o.320 00

662氵 000 00

未偿还或结转原囚

未到结算期

未到结算期

兴安盟叫政国库集中收付局一兴女盟公安

局
|;,50θ ,θ00 0θ 未到结算期

合讨 o.667.{〕 20 θ0 |

注释13, 应付职工薪酬

1 应付职工薪酬列示

项  目 期初佘额  . 本期增加

6,282.569 2】  | 】0,857.845 8】

本期减少 ∶ 期末佘额

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一设定提存

计划

辞退福利       |
⋯年内到期的其他福利 |

合计

2 短期薪酬列示

θ,282,569 21 】28,136 18  14,655,θ 53 08 2,755,652 31

14,384,762 71

270.'tlO 〕7

2.755,652 31

27|、 29() |;7

项  目 期初余颔   本期蹭加 本期减少   期木余额

品

资、奖益、 觏 脚
加 叱 舭

"η
v⒐ 溉 ⑴ 啪 ⒍甄 ㈩ 犭 沉 泓 ⒊

职△福利费

社会倮险费 |    128,266 81 |    】28,266 81 |

其中:蓦本医疗保险费 |    IO5、 4{;b 8?     105,4{;6 87 |

补充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费   |         l⒔ |呖∷!2   ll,%3,|2

合  计 b,?挡2,569 2!  l()氵 857 81o 8!  14氵 384,762 7I ∶2,755,652 31

3,设定提存计划列示

项  目

基本养老保险

期初佘额  | 本期 I呻 加

253,667 49

本期诚少

253.667 4θ

I6,622 88失业保险费

?!   86

】6,622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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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缴费

合计 270,2t90 37 270i29037|

注释 14 应交税费

税费项 目 期木佘额 期初佘额

增值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9,2o9 85
1 !21,】 |!!03

471,105 67

207.835 {;5

2,294.o76 85

1,18】 ,9θ 3 99

个人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605 θ8

'!2|臼

77 !u

3,241 62

298亠

"7? 49
教肓费附加

地方教茼附加

其他

2‘ ,250 52

污6. ;;{ 17

19.'0ll 7!

θ5,983 96

76、 ()14 58

18,lltl6 73

合讨            1,961,9o112  |     4,176,13057

注释15   其他应付款

l 按账龄列示的其他应付款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

8.213,328 86 |

989,504 77 |

期初余额

3,27ll,355 37

l, 】84,579 82

1午 以内

12年

|j|.5`8 56 |;8,528 562-3午

3年 以上

Δ
口

37! 6丨

9,2{j7,7|;{]8()

371 61

4,493,835 36

2 账龄超过—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无

3,其他应付款说明

本报告期其他应付款中尢应付掎本公

"局

%以 |】
(禽 5%)表 决权股份的股尔怡位情抄1.

2θ 16年 4月 ⒛ 日向自然人韩克诚 (非关联关系)无偿借款 360万 元用于短期流动资金

周转,刭期还款口为 2016午 |0月 26日 ,如 |未 能按时还款.将承+ll每 口借款总金额千分乏

五的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借款为止^第一属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关于补充

确认内蒙古亨利新技术 【程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事j顶的议案》.

注释16. 股本

项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增 〈+l减 (—
)

发

行

新

股

期木佘额
小计

仃眼售条

件的流通
臼 l卜 3,i;7; 0【 |

送 股 公积金转股.卺

臼.'6;.03T OO   17 {{8、 41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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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期初佘额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秒丨命转股 小计    
期末佘额其

他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7,016,62; 00 1,0;1, 144 0(|    弓 28J,弓 !9 0〈 9 |  6 3】 4 063 0O   13,33!,588 00

合计    16⒓°0,0000o |  `.jll! "00 0(| | l⒓  !98、 6()0 00 【4.弓 8(),0llO 00 | 30,780.000 00

股本变动情况说明 :

⒛16年 θ5月 24日 ,亨 利技术已将资本公积 12,198,60000元、未分配利涧2,腿 1.妁0θθ

元,合计人民币 】4,58θ ,00θ 00元转增股本,转培后股本总额为 ⒔0,780,O00009L(有 限售

条件股东转增前的股份为 9.18⒔ ,⒔ 7500瓦 .本次转增股本 H亠 ⒛5,037⑴ 元,其中:以资本

公积转增 6,⒐ 5,08100^L,以 未分配利涧转坤 !.3`19,呃 6θ0元 ,转 增后股本总额为

17,448.41200元 ;无限售条件股东转增前的股份为 7,O16,″5O0元 ,本 次转增股本

θ,314,9m00尢 ,其中:以资本公积转增 5,2H3,51|O0元 ,以 木分配利涧转增 I,031.刊 4⒃

元,转增后股本总额为 13,ll1.m8oθ 元。上述转增业经人华会汁师熹务所〈特殊普通命伙)

于⒛】6年 5月 ⒉ 日出具大华骑字″0|"000455号验资报告验 liE确 认 .

注释 17. 资本公积

项 期初余额 丬i}ψ丨∫曾力H 本期lli少 期末佘额

挣资产折股

资本溢价 (股本溢价 )

合讠十

!0,935.960 |〕 呙

l,28∴ 乃78 丨|

】2.2】 9,5|;8 46

1ll-9|8,800 00 |   17,160 35

】.'79,800 θ0      3778 11

丨2,】 98.60θ ,00 | 20,938 4θ

资本公积减少说明 :

资本公积减少情况耻 【注释 16】 股本增 llll说 明 ,

注释】8. 盈余公积

项  目 |  期初余额  | 本期增加 | 本期减少 期末佘额

法定盈余公积

任意盈佘公积

|     915κ ⒓{2 凵1 945,242 24

945,242 24合  计 94吕 .242 21

7a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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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9   未分配利润

顶  日

调整前 L期末未分配利润

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

减 )

(调 增十
,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加: 本期归属于母公司liF有 捋的净利 l Ll

减:提取法定盈佘公积        |

.         8,470.75{; 31           -—

l-7()T{86! ●0          ——

10%

命 额    |

8`47(),T5$ 31

提取或分配比例 (%)

一调

提取任意盈佘公积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提取职△奖福基金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为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2,田 I,4000θ

优先股股利

加:盈佘公积弥补亏损

结转重新汁量设定受嵛计划净负侦或

净资产所 ll=生 的变动

对股东的其他分配

利润归还投资

其他利润分配

所有者杈益其他内部结转

期末未分配利润

注释⒛, 营业收入和苜业成本

l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项  日  |

t营业务   |

其他业务   |
合计     |

本期发生额
.   

成本   |
28.772氵 tl67 "6 |  21,丙 l!,"H阝  06

26(),l!7 ⒔o

L期发生额

收入   !   成本

;1. !2",7巧 7 14 |  23-9{讠 6,72I O6

6!7, 124 99 42,272 74

收入

B!,5||,刂 H阝  46 |  讠l氵 741.882 13 |  23,978,993,8θ

2 主营业务 (分业务 )

本期发牛额
产品名称

| 营业收人  .  肯业成本  .
消防工程收入 :⒛ ,442{218C,q !7.拟 3氵 303⑴

h期发牛额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29,0⒔ 6,053 53 |   22,!26,331 86

尚品销售收入 | ",出θ,74877| 4.甜 8,!8237|  2,θ 88,7θ 361|  1,8】 0,腿9⒛

合计   |⒛ ,772.967伯 丨 21,511,485帕 | 31,124)而 714| 23,9⒛ ,72】 0θ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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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营业务 (分地区 )

本期发生额 L期发生额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31. l'",757 14    2⒔ ,9{;6,?2! θ6

;】 . 】
'1,7o7 14    23.936,721 06

内蒙古地区

共他地区

合计

24,95δ .8〕 7 |6

| 3-817、 ∷讠()()()

| 28-772,967 16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O,'20.2T` 96
|L9|-2()k|(;o

21,5!l,|!8马  {6 |

4其他业务情况

本 ljll发 生额 ⒈期发△额
产品名称

维护维修费

房屋租赁

合计

营业收人

260,l17 3θ

260,l17 30

芎业成本 茼业收人

5⒓ I,1{;{ 0()

营吐L成本

5.ll39θ ()

37,233 74⒆
 ㈣

溉
_
 叨

呃
_
" 42,272 74

5公 司前五名客户的营ML收入情况

|         (%)

乌海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刊

客户名称

中国移动通信有眼责任公 il

中国能源建哎集团∫尔火电 f稆有 |

限公司

天津未
—

建设集团有限公 ll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城市建设投资开 |

发有限贡任公司

合计

本朋发付i额

营业收入    占公司仓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8!2-490 44

2`(丿 !!、 6()||7T

|∷ 卜|T,】 ‘()O()

3,“ ll9,772 25

5,562. 155 72

2 80

69{;

13 15

】3 4θ

|b,丨 !3,153 18

Iθ  lθ

5亏 50

注释21 营业税佥及附加

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税 897.153 31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i,52| ;(i

!|∴ 9“ 7 丨6

68,876 82

29,5!8 65

地方教育费附加

合刊

l).29! 亏2

79,748 98

19,459 9θ

1.0!5,008 08

销售费用注释⒛

项  目

75   86

本朋发r|额 上期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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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工资、奖金、加班费等

社会保险福利费

|75.035 00 |

!()1).b|〕 9 54

1{;4.111 00

117,428 34

17,457 θ0

l()7,822 70

59.857 70

16.804 0θ

汽车赍用

办公及通讯费

交通羞旅费

2弓 ,?30 00

2,l1{; 00

28,84θ  20

业务招待费

其他 10{ l19 08 .

合 计 374,482 82 453,480 74

销售费用其他说明 :

本期销售费用新增的其他项目主要为;购买的梯子、毛巾、安全帽等 腿m Orl元 亏销售

维修人工费 ⒛,2θ9m元 。

注释⒛, 管理费用

∫页  旧

工资、奖金、加班费等        |
社会保险福利费            |
汽车费用

本朋发叫i额

2,526,161 95

246,685 θ9

127,O11 97

上期发 -h额

2,30θ .899 10

283.796 61

248.263 96

固定资产折旧 129,366 75 l】 2,234 1θ

税金

办公及通讯费

46,557 8cl

5`2氵 !9H 88

θ2,841 22

513,581 35

交通羞旅费 394,363 83 |

15,979 00

225,734 14

业务招待费 |           12,320 40

运杂费

易耗品摊销

审计费

共他

".54ll OO
臼5.θ 00 θo

2()9.520 11

21,330 00

87,9θ5 66

lθ,818 02

合计 |         4,317,386,07 |

注释⒛ , 财务赍用

类  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79,376 17

16.865 86

利启̀艾 出

减:利虍、收入

汇兑损益

【39,∶ lO8 75 ∶

!6,937 73 |

其他 207 θo

122,秀 78 02

1.633 84

164,⊥ 44 I5合计

注释⒛ 资产减值损失

76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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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日

坏账损火

存货跌价损失

本瑚发-{|额

|‘ 50,25o 42

上期发生额

482,0θ 5 4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大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损失  .

长期股杈投资减值损大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损失

固定资产减值锁失

I程物资减值损大

在建工程减值损矢     .
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损失  |

汕气资产减值损失     .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蔺誉减值损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减值

损失

其他

合计 ;弓 0,255 42 482,005 47

注释⒛, 投资收益

项  旧           本期发生额     L期 发钅额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杈投资收益

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盍      |         |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

产在掎有期 |自
j的投资收益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 LL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
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持有期闾的投资收益

处置持有至刭期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问的投资收益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街的投资收祜   |
丧大控制杈后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啦节i计 最产

生的利得

合计

注释″   营业外收入

项 目   本期发捌  L期 发生额  训

鳢 :雠
性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合

"氵

               |                           ∵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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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其中 :

债务重组利得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

接受捐赠

政府补助

囿定资产处置利符

无 形 资 产 处置 利

oθ (〕 {0()()0|

其他

合计

()'()

500,00θ  20 !

注释咒 营业外支出

本期发Hi额 j∴ llll发 生额

其中: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        |
无形资产处置损失           |

债务霞组损矢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
对外捐赠

项
汁入本期非经常

性损益的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火合计

其他

合计

注释⒛   所得税费用

】 所得税费用表

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当期所得税费用 (`56,850 85 685,|)82 6θ

递延所得税费用 87〉 弓6; 8h

569,286 99

—
l|〕 3,()】 5 2I

552,367 39

2 会汁利润与所得税赀用调整过程

项 本期发生额

利涧 总额 2,277.147 99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丿

"子公司适用不同税率的肜响

569,286 99

调整以前期问所衙fllL的 肜响

非应税收入的影响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影响

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拍ij损 的肜响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筲时性羞烊或叫抵扣

78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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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的影响

本期发生额

569-286 99

项  目

所得 lt赀 ‖j

注释sO   现金流量表附注

l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顶目

利启̀
‖
攵入收到白勺I见 ‘》

与单位往来收到的现金

本期发牛额

!6-9j7 7|;

80,6】
" 74

上期发生额

16,865 86

50θ ,θθθ 00

合计 97.与 52 刂7 516,865 86

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 H       ∶   本期发~|j额        ⒈期发牛额

费用支付的I,~金               |,小 阝.6T2{2      1,198,呖 540

往来款                                 1丨 、72700

!,3H5,672 42             1,210,682 40厶
口

3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

某他筹资收现

本期发生额 h期发生额

合计

注释3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项  日            本0ll伞额      hjln金 额

l、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常氵凸动 ,,。 缸流帚

净利

"η

                              】,T07,86丨  00     1,7θ7,15754

加:资产减值准备                 hO,⒛ 5″ |    明2,00547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 .    
】29,⒛θ75|    193,2θ 107

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赍朋摊销

处置围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共他κ期资产的损

失
(收益以

“一
”
号填列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收益以
“—”

号垠列)  .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收益以
“—”

号j燕 列 )

财务费用 (收益以
“—”

丬烛列 ) |;9.⒔ 08 7乃  .        179.376 17

投资损大 (收 益以
“—”

弓烛列 )

?9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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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
号填列 )

—Ⅱ
△填川 )

-4V9、 792 9讠 -llO,964 64(增力口以
“

(减少以
“

存货的减少 (增加以
“—”

1琅列 )

经营性应收项冂的液少 (增 加丨1丿
Ⅲ—”

经营性应付项 H的增 0ll(减 少以
Ⅱ—Ⅱ

其  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号填列 )

号填列 )

|2,4()H.071 !5

】,62{:. I43 6H

-l1. 128、 286 59

~; ‘!】 ,057 刂⒔

4,997,55θ  94

—12) lO",841 8θ

736.959 07

2、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人投资和筹资活动

偾务转为资本

一午内到期的汀r转换公刊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 l,l

现金的期木余额

iFR:现 金的期初佘额

宀 t;|2i78→  T2

7 ()15.280 s2

7-624)839 08

6,927. )I1 4{;

697,527 65

加|:Il,。 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ljl额 —l,672,495 80

经营活动净流量的共他说明 :

本年度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诤流量差舁乇,121,91813元 ,主 要是本期按完工进度确
认收入,但客户资金紧张拖欠工程款,公 司应收款增加:同 时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职△⊥资、缴纳各项税费及贷款利息的应付项日虽有增长,但较应收项目增长较小 ,

收款与付款增长幅度不同导致公司挣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小于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2 本期收到的处目子公司的现金净额

丿贞  !」

本期处置子公司 r本期收到的现金或1兕 金等价物

其中:内蒙古美 ||建材伯限公刊

减:丧失控制权口子公刊持有的现金农现金等价物

加:以前期问处置子公 lll于 本期收到的I,L令或现金等价物

处罾 r公 刊收到的l lL命 |】 额

本朋金硕

3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项 期术余额 ⒈期余额

7,624,839 08

7刂 ,768 93

-、 现金

其中:库存现金

"刂
嗵时用 ji攴 亻凵的银彳r存 欷

山r随 时川 十支付的共他货 rl资 金

可用于艾 l·l的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5、

'bb,291 z2      7,5乃
(),070 I5

存放同业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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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佘额 5,342.78472| 7,624,839 08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剞的现命

及现金等价物               |
△、  合并范围的变吏

注: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发住变化,公司原控股亍公司内蒙古美日建材有限公司本期不

纳入公司财务报表。

2θ 15年 11月 18日 -属 董事会 {次会议审议i芭过 了 《转让亨利技术持有的内蒙占美日

建材有限公司 6θ%的股权》的议案,△ ⒛15午 11用 I9日 发布了 《}H筲 资产公告》(公告编

号⒛150毖 ).2015年 12川 22H办结 r所有△商变更子续。

八、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  本企业的控股股东情况

项  日            朋木佘额     H期 佘额

关联关系 芸

骺

谌龛 |捌 殳

气袈犏 甯

的表
控股股东姓亿

莫勇玲           第—人股尔 |   242H%         24⒛ %

白绍华          |  股尔  丨   2010%|        ⒛ 】0%

张涛 .  股东  . 15 39% |

7 !θ⒐} |工亚滨          |  股尔

】5 39%

7 10%

孙波 股 东 5 29% 5 29%

注:根据股东间一致行动人协议,股东莫勇玲、白绍华、张涛、

行动人。

(=〉   本公司的合蒈和联营企业情况

无

(三)  关联方交易

1 存在控制关系丑已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

公司交易已作抵销。

无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无

3,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无

4,关联租赁情况

工亚滨、孙波、为一致

其相H间交易及母子

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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尢

5,关联担保情况

2014午 4用 29「l,公 卩扌j内 蒙∴银行股份 ll限 公刊呼和丨浩特成 lI思 汗大衍支行签讠l

了编号为
“
内呼成 (小企业循 )字 【⒛丨

"】

筑σ;廿
Ⅱ
的 《额度循环借款舍 ol》 ,循环借款额

度为 llO万尢.额度有效期 20!4午 4川 29H⒋ 20!7年 4川 出 凵,每 笔借款期限最长不得

超过 12个月,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 ,,Nu人 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浮 4隅令该笔借款主要

用于购买原材料.该笔借款吐丨莫勇玲、白绍华、张涛提供i圭滞责任保lT。 同时,公司以房产

证号为呼房权证 Lml民区宁第 ⒓(m7ll∽卜16刂 、呼房权证凵!({κ }笫 ⒉m丁 00亏 H17∷ 、呼坊权证

凵民H字第 2007005″ ;芎 、呼忄j权 艹叫氏|κ 宁笫 200⒎V毖⒛ 号、呼房权证凵民区字第

200?O0腮 27号 、呼房权 llI凵 民区宁狁2ll)mO58z8圬 、呼叻仅证凵民 区字第 ⒛07|旧⒛ 号、

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 ⒛07O0弥 3o号 、呼房权证回 1寸 区字第 2007oO璐侣 号、呼房权证回民区

字第 20070058妞 号、呼房权}F回 民X字第 20|l10"″ 号、呼房杈证冂民区字第 201110叨 44

号、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笫 20ll!00215寸 、呼房权
"∷

凵民卜字笫 20】 !l1Vm廿的 !刂 处蔺铺

作为抵押《公司己于 2014年 5H⒓o冂 收到贷款 350乃 尢,20!讠 年 2用 1⒔ 日归还贷款 h|
万元:2014午 】2丿 j3θ H收到贷款 lOO万 尢氵201“丨亏丨川 4H归还贷款 lOo万元:2θ 15年

8月 h日收 g·l贷款 娲θ万元。

2015年 9用 25H,公司勹兴H上银行股份有阝k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签汀了编号为
“
兴银

呼 (⒛】5)2θ 11融总宇笫 m→ Ⅱ
的 |触资总个

"|.稂
训个H约 t公 nl在 zll!亏 年 臼月

'5H至 2o1b年 9月 24Π 期问,砸资本金余额的ψ南∷k额 为人民 rl伍
l「 万尢整。公iΠ 以房产证

寸为呼房权
"L新

城区宁第20|5"!污隔 刂和l呼房权i止 叫民 X宁第2015】 ll出0号两处房产作为

抵押。同时i由 莫勇玲、宋 ll l萍 提供连带责任保llT.截止 201θ 年 6用 30日 ,公 nl尚 未收到

贷款 .

6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项 日

关键管理人荧薪酬

本期发}额     |
387,llO0 0o .

∴期发△额

162,200 00

7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项 目名称 关联 力
期木糸颂

账而佘额 | 坏账准备

期初余额

账雨i佘额  坏账准备

九、  承诺及或有事项

(一 ) 重人承诺事项

本公司有己拔露的水诺}顶 ,

(工 ) 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或有事项
82 ′ 86



内蒙古亨利新技术丁程股价有限公司 ⒛⒗ 半年度报告

ll·l蒙 古亨利新技术△柙有|k公 Ⅱ|j内 玄 ||讨 丨L能源投资有眼公i刊 、内蒙古囚电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准大发电厂发生诉泌,艰 力 r=ll|;午 。H!{口 达成调解.根 +lA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人

氏法院氏事调解 书 (201⒔ )上κ一初j宁 l,号 ,内 嚎 |凵 L能源投资仃限公 o.l、 内豪古因电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准大发电厂需于⒛ 13年 6周 20日 支ll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建筑工

程款1,铝3,⒃ 445元 。本公司于⒛14年 12月 19日 收到工程款184,00000元 ,截至报告日,本

公司尚未收到△程款 1.⒉ 9.06"巧
^L‘

十、 资产负债表

"后
扌项

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一、 补充资料

(一 〉 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H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溢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仵的税收返还、诚免

艹大当期嵌盍的政府杯助t乌丕业业务密切柏关∵按庶囱豪:

囱木寸抗力lAJ萦 |讪擅芟|丨 然荧告前艹饪的轩埙谤|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Ⅱ丨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个额 说 明

筘丁杯准窄聊蔡定晕享旱的咚π衤卜助眸外)       |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l+l费             |
荃业敖停芋公奇|硖昔丕亚灰杳昔盗i`的疫资成苯小手敌停i        |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呵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牛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_
准

i
⒒一减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个业霞组费用,如安置帜 :的 攴
Lll、

整个赍丿

"等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        !
向⊥控钿卞企刂L杏并社生的,-公奇ljJ初节苔并由的当珀甘       △
损益

与公 lll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芋项产△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倮值业务外饣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寸 :的 公允价值变劢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奄融资产、交易性金触负偾和可供出售金融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氵丿:规 的要求付
u1liJl损 ’

ll进 彳了 次̄性
调整刈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 L述 各顶之外的其他茼业外收入和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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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日 金额 | 说明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Π向额 (税厅l)

仓 计

(二 )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涧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诤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

i争 资产收益率 (%)

44|

每股收益

綦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o 06|          o o6

i!"】 0 θ6 θ θθ

(三 〉佥额异常或比较期间变动异常的报表项目

报表项 H

应收票据

英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 |或 本 朋初j氽额 (戍 Lhll

朋 -j)∶ 额 )  丨

522,!7θ oθ !

♂氵302`7o8 4|

4衽 ,884,6θ 2 o3

金额 )

".3θ

9.()63 5|;

57,293, 136 θ8

变动原因

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幅度

达 3眺以上,本期未到期

且未贴现或未背书汇票增

力ll《

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幅度

达 3θ%以 上,主要是本期

新增投标保证金。

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占报

表 日资产总额的比例,本
期按进度己完工并结算的
∫饮H∫斫:0‘1々

馊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占报

农口资产总额的比例,本
朋因建筑业茼改增,甲方要

焚动 比率

】θ0 θ0%

刂6 27%

存货

预收账款 22,b()4i2δ 艹 丨2

-】 1 70%

87{讯⒔!.86亏 ,;75 丨7

应付职工薪酬  . 2,755,甾 23丨

|求开具建安发票所致。|                 |                    }           
丨

|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幅度

|达 30%以 ⒈,本期△资发

6.2″ ,阝m2】  -、 |4%;放 情况牧 上年有所改善 ,

|拖 欠 △人 :r资 较 上年 减
.    .少

.

|     |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幅度
|       .         丨     |达 3矾以上,本期因建筑

应交税费   | l,%丨氵⒐)!!2   {,!76.l∷ 057— —邡 o2u)|业 茼改增,确认收入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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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苯佘额 (或本 期初佘额 (或 ⒈期

期仓额 9 命额 )

9,237.733 80 | 4.493,835 36

30,78θ ,θθ0 00      】6,200,()(jO 00

变动原因

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幅度

丨达 3θ%以 上,本期股杈激

|励定增氵因未取得股份登

lO5m%|记函,定增款 18981万元

暂记入共他应付款 |与 非

关联关系自然人借款 3⒃

万元用于短期资金周转。

|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幅度

9000%|达 3θ%以 上,本期权益分

|派转增资本 .

!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幅度
-㈣ 8肌 |达 g挑以上,本期杈益分

变动比率 .报表项 目

其他应付款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20、
tl38 46 |     12.219,亏 38 46

|派转增资本。

|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占报

营业收入 29,033,θ 84 7θ 3】 ,741,882 13

.告期利涧总额的比例,主
l】 8,9θ%丨 要是建筑行业的产业政策

|导 向发生变更,导致消防行

业发展放缓.竞争激烈。

营业成本    !21,5】 1,胡 54θ

营业税金及附加
ˉ 79.74898| 1.O15氵 ()08 68

|时 未 汁提营业税盒及附
| 韦

"加 。

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占报

告期利润总额的比例,主

管理费用   | 4,317,腿 607   ⒔腮8724砧   188⒛||要
是本期工资薪金及为开

1::巩 菇斋殇斋爰1品镐各∷菩
丬差旅费、培训费有所增

|    ∶加所致。

|变动 L"茎为粒据峦劢幅唐|变动比率为数据变动幅度
营业外收入  |           ⒍Xl,llllO20 】0θ lll)%|达 3θ%以上.主要是上期

23.978饣 ll93 80  —lO8 36%

.变动 比率为数据变动 占报

告期利润总额的比例,主
耍是同期营业收入下降,收

∶入下降的同时成本相应减

| `卜  日”
`后

司
"冂

日吕1而 曰莳●k艹岑少,且公司加强项目成本控

|爿枉刂。

|变动 比率为数据变动幅度

达 3llh以 ⒈,本期因建筑

陇 1仉 .业 营改增 ,确认收入的同

85   86

收到的新三板挂牌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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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报出。

ll0公 司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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