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和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谈最 会计机构负责人：谈最

母公司利润表

2020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十五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六） 2,135,369,327.26 1,866,181,883.06

减：营业成本 （六） 1,754,395,777.28 1,521,523,910.04

税金及附加 7,072,740.56 7,483,406.76

销售费用 11,546,932.66 30,882,302.05

管理费用 45,084,127.96 37,724,664.03

研发费用 69,813,717.75 61,665,330.94

财务费用 8,493,688.83 5,181,783.34

其中：利息费用 4,394,898.73 4,215,335.42

利息收入 386,988.22 142,193.55

加：其他收益 7,381,124.96 3,695,294.95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七） 53,822,813.96 26,043,800.5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9,735,967.57 64,033.5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28,997.9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26,963.71 424,201.71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90,103,349.86 230,918,818.74

加：营业外收入 6,332,669.18 4,131,182.47

减：营业外支出 409,641.55 62,867.4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96,026,377.49 234,987,133.81

减：所得税费用 28,821,697.77 24,732,446.2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67,204,679.72 210,254,687.57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67,204,679.72 210,254,687.57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267,204,679.72 210,254,687.57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和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谈最 会计机构负责人：谈最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0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五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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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045,179.01 1,233,010,260.9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30,257,522.05 16,219,063.8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八） 35,658,437.72 18,999,180.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35,961,138.78 1,268,228,505.1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09,208,233.71 521,041,906.47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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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现金 200,778,248.38 160,813,851.8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5,127,041.24 97,728,524.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八） 67,171,050.57 107,888,351.2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82,284,573.90 887,472,63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676,564.88 380,755,871.5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21,403,563.25 741,386,799.94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68,845.33 574,772.4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21,872,408.58 741,961,572.3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3,683,835.09 57,082,545.51

投资支付的现金 666,600,000.00 735,572,195.4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八） 4,652,000.00 4,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4,935,835.09 796,654,740.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063,426.51 -54,693,168.5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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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0,000.00 65,7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900,000.00 65,7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5,600,000.00 77,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0,258,252.91 39,188,071.9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八） 6,640,321.59 6,556,771.8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2,498,574.50 122,744,843.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598,574.50 -57,044,843.8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7,048,105.63 1,138,937.3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0,966,458.24 270,156,796.4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2,224,279.83 102,067,483.3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3,190,738.07 372,224,279.83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和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谈最 会计机构负责人：谈最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0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十五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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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282,170.64 607,832,179.26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1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1,924,849.50 15,047,886.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91,207,020.14 622,880,083.0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54,770,718.79 145,958,560.7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8,933,723.49 75,125,048.86

支付的各项税费 71,321,012.76 82,913,401.7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582,995.82 42,894,294.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3,608,450.86 346,891,30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598,569.28 275,988,777.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4,665,503.96 101,043,800.58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5,000,000.00 25,000,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10,000.00 565,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9,975,503.96 126,608,800.5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8,913,127.70 5,960,411.89

投资支付的现金 235,300,000.00 127,72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4,213,127.70 133,680,411.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237,623.74 -7,071,611.3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55,9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0 55,9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5,900,000.00 72,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0,249,951.66 39,173,544.1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020,723.01 182,661,563.3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8,170,674.67 293,835,107.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170,674.67 -237,935,107.5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2,135.2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809,729.13 30,969,923.1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0,449,934.88 19,480,011.7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640,205.75 50,449,934.88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和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谈最 会计机构负责人：谈最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20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所有者权益

合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其他综

合

收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小计

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

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128,000,000.00 82,801,448.81

-1,709.

21

40,349,474.99 297,677,225.05 548,826,439.64 548,826,439.64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128,000,000.00 82,801,448.81

-1,709.

21

40,349,474.99 297,677,225.05 548,826,439.64 548,826,439.64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 号填列）

1,709.21 26,720,467.97 291,725,191.64 318,447,368.82 318,447,368.82

（一）综合收益总额 1,709.21 382,445,659.61 382,447,368.82 382,447,368.82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26,720,467.97 -90,720,467.97 -64,000,000.00 -64,000,000.00

1．提取盈余公积 26,720,467.97 -26,720,467.97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64,000,000.00 -64,000,000.00 -64,000,000.00

4．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

本）

2．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

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

存收益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6．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128,000,000.00 82,801,448.81 67,069,942.96 589,402,416.69 867,273,808.46 867,273,808.46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和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谈最 会计机构负责人：谈最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2020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上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所有者权益

合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其他综合收

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小计

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

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128,000,000.00 82,801,448.81 13,920.01 19,324,006.23 97,389,077.44 327,528,452.49 327,528,452.49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128,000,000.00 82,801,448.81 13,920.01 19,324,006.23 97,389,077.44 327,528,452.49 327,528,452.49

三、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 号填列）

-15,629.22 21,025,468.76 200,288,147.61 221,297,987.15 221,297,987.15

（一）综合收益总额 -15,629.22 259,713,616.37 259,697,987.15 259,697,987.15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2．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

3．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21,025,468.76 -59,425,468.76 -38,400,000.00 -38,400,000.00

1．提取盈余公积 21,025,468.76 -21,025,468.76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8,400,000.0

0

-38,400,000.00 -38,400,000.00

4．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

存收益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6．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128,000,000.00 82,801,448.81 -1,709.21 40,349,474.99 297,677,225.05 548,826,439.64 548,826,439.64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和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谈最 会计机构负责人：谈最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20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其他综

合收益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128,000,000.00 84,603,639.22 40,349,474.99 233,843,105.69 486,796,219.90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128,000,000.00 84,603,639.22 40,349,474.99 233,843,105.69 486,796,219.90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

少以“-” 号填列）

26,720,467.97 176,484,211.75 203,204,679.72

（一）综合收益总额 267,204,679.72 267,204,679.72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

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26,720,467.97 -90,720,467.97 -64,000,000.00

1．提取盈余公积 26,720,467.97 -26,720,467.97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

分配

-64,000,000.00 -64,000,000.00

3．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

转留存收益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

收益

6．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128,000,000.00 84,603,639.22 67,069,942.96 410,327,317.44 690,000,899.62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和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谈最 会计机构负责人：谈最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

2020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上期金额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其他综

合收益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128,000,000.00 84,603,639.22 19,324,006.23 83,013,886.88 314,941,532.33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128,000,000.00 84,603,639.22 19,324,006.23 83,013,886.88 314,941,532.33

三、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 号填列）

21,025,468.76 150,829,218.81 171,854,687.57

（一）综合收益总额 210,254,687.57 210,254,687.57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2．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

3．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21,025,468.76 -59,425,468.76 -38,400,000.00

1．提取盈余公积 21,025,468.76 -21,025,468.76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8,400,000.00 -38,400,000.00

3．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

存收益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6．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128,000,000.00 84,603,639.22 40,349,474.99 233,843,105.69 486,796,219.90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和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谈最 会计机构负责人：谈最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殊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前身为宁波

德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经宁波市人民政府外经贸外甬字（2000）0116号批

准证书批准，由张道益（香港）出资设立的，于2000年8月4日登记的外商独资

企业。2017年12月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91330206724060412X。

经过历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后，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2,800.00万元，其中张和君4,096.00万元，占注册资本32.00%，陆亚珠12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1.0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128.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艾思睿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6,480.64万元，占注册资本50.6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亨丽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431.36万元，占注册资本3.37%，宁波才富君润一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94.72万元，占注册资本0.74%，宁波君润睿丰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97.28万元，占注册资本0.76%，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帆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256.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0%，宁波华桐恒泰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3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2.50%，张晖320.00万元，占注册资

本2.50%，上海金浦创新消费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448.00万元，占注册资

本3.50%。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甬江南路26号。

经营范围：热交换器、制冷设备、除湿设备、空气净化设备、水净化设备、新

风系统设备、太阳能空调、逆变器、变频水泵、电子智能控制器的研发、制造、销

售；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或禁止的

技术和货物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本财务报表业经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于2021年4月16日批准报出。

(二)�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科琳宝环境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德业环境电器有限公司

曲沃县德业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德业（苏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

更” 和“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

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的相关规定编制。

(二)�持续经营

本公司自本报告期末至少12个月内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无影响持续经营

能力的重大事项。

三、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一)�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

本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0年度的合并及母公

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会计期间

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三)�营业周期

本公司营业周期为12个月。

(四)�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五)�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包括最终

控制方收购被合并方而形成的商誉），按照合并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在最终

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在合并中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

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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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购买方在购买日为取得被购买方的控

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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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成本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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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在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符合确认条件的各项可辨认资产、

负债及或有负债在购买日按公允价值计量。

为企业合并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为企业合并而发

行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

确认金额。

(六)�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1、 合并范围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全部

子公司。控制，是指公司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2、 合并程序

本公司将整个企业集团视为一个会计主体，按照统一的会计政策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反映本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本公司与子公

司、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的影响予以抵销。 内部交易表明相关资产

发生减值损失的，全额确认该部分损失。如子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与

本公司不一致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本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进行

必要的调整。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当期净损益和当期综合收益中属于少数股东的份额分

别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合并利润表中净利润项目下和综合

收益总额项目下单独列示。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

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份额而形成的余额，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1）增加子公司或业务

在报告期内，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子公司或业务的，将子公司或业

务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同时对

合并财务报表的期初数和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

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点起一直存在。

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方实施控制的，在取得被合

并方控制权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在取得原股权之日与合并方和被合并方同处

于同一控制之日孰晚日起至合并日之间已确认有关损益、其他综合收益以及其

他净资产变动，分别冲减比较报表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当期损益。

在报告期内，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子公司或业务的，以购买日确

定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自购买日起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

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方实施控制的，对于购买

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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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

买方的股权涉及的以后可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权益法核算下的其他

所有者权益变动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资收益。

（2）处置子公司

①一般处理方法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控制权时，对于处置后

的剩余股权投资，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处置股权

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

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与商誉之和的差额，计入丧

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以后可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权益法核算下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

当期投资收益。

②分步处置子公司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处置对子公

司股权投资的各项交易的条款、 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

通常表明该多次交易事项为一揽子交易：

ⅰ．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

ⅱ．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

ⅲ．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

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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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项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并丧失控制

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

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

丧失控制权时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损益。

各项交易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按不丧失控制权的情

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进行会计处理；在丧失控制权时，按处置子

公司一般处理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3）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

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调整合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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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

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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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合营安排分类及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

共同经营，是指合营方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合营

安排。

本公司确认与共同经营中利益份额相关的下列项目：

（1）确认本公司单独所持有的资产，以及按本公司份额确认共同持有的资

产；

（2）确认本公司单独所承担的负债，以及按本公司份额确认共同承担的负

债；

（3）确认出售本公司享有的共同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

（4）按本公司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

（5） 确认单独所发生的费用， 以及按本公司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发生的费

用。

(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是指本公司的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

是指本公司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

险很小的投资。

(九)�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1、 外币业务

外币业务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作为折算汇率将外币金额折合成人

民币记账。

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余额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

生的汇兑差额，除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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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计入当期损益。

2、 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 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

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 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

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采用按照系统

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 提示：若采用此种方

法，应明示何种方法何种口径）折算。

处置境外经营时，将与该境外经营相关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自所有

者权益项目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十)�金融工具

本公司在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权

益工具。

1、 金融工具的分类

根据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金

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未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 合同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本公司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未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债务工具）：

－ 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

－ 合同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对于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本公司可以在初始确认时将其不可撤销地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权益工具）。 该

指定在单项投资的基础上作出，且相关投资从发行者的角度符合权益工具的定

义。

除上述以摊余成本计量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外，本公司将其余所有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如果能够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本

公司可以将本应分类为摊余成本计量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金融负债可在初始计量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该项指定能够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

2）根据正式书面文件载明的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以公允价值为基

础对金融负债组合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进行管理和业绩评价，并在企业

内部以此为基础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

3）该金融负债包含需单独分拆的嵌入衍生工具。

2、 金融工具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债权投资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

额；不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以及本公司决定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融资

成分的应收账款，以合同交易价格进行初始计量。

持有期间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

收回或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包括

应收款项融资、其他债权投资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

初始确认金额。 该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除采用实

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减值损失或利得和汇兑损益之外，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

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权益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权益工具）包括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

金额。该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取得的股利计入当期损益。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

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

用计入当期损益。 该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5）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该金

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终止确认时，其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6）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其他应付

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

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

终止确认时，将支付的对价与该金融负债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3、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和金融资产转移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本公司终止确认金融资产：

－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 金融资产已转移，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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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融资产已转移， 虽然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

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未保留对金融资产的控制。

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如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的，则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上述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采用实质重

于形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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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2）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

额 （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债务工具）的情形）之和。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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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确认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

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

（2）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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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所收到的对

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4、 金融负债终止确认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则终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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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新金融负债与现存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则终止确认现存

金融负债，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对现存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合同条款作出实质性修改的，则终止确认现存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同时将修改条款后的金融负债确认为一项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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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若回购部分金融负债的，在回购日按照继续确认部分与终止确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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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新金融负债）

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 不存在

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在估值时，本公司采用在

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选择与市

场参与者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易中所考虑的资产或负债特征相一致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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