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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 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
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
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
融工具准则。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
（财会[2019]6 号）
，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
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的明细项目。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号），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3、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
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

2020年4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上述财政部的相关通知或规定对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
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由“四分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改为“三分类”（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金融资产减值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以便更加及时、恰当地计
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权益工具投资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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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
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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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
转计入当期损益。
（4）金融工具相关披露要求相应调整。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
行，不重述前期可比数，旧数据影响调整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8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如下：
（1）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19 年 1 月 1 日

币种:人民币

调整数

1,276,237,000.00 1,276,237,000.00

应收票据

750,000.00

应收账款

591,063,255.04

应收账款融资
流动资产合计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50,000.00
594,740,100.98

3,676,845.94

750,000.00

750,000.00

1,460,535,885.59

2,740,449,731.53 1,279,913,845.94

499,863,585.72

-499,863,585.7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0,000.00

200,000.00

33,004,907.85

32,085,696.37

-919,211.48

1,106,767,335.35

606,184,538.15

-500,582,797.20

2,567,303,220.94

3,346,634,269.68

779,331,048.74

128,168,206.85

322,311,560.42

194,143,353.5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9,674,029.46

333,817,383.03

194,143,353.57

负债合计

896,086,869.39

1,090,230,222.96

194,143,353.57

60,144,190.19

118,679,816.89

58,535,626.70

796,490,987.23

1,323,143,055.70

526,652,068.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66,193,828.77

2,251,381,523.94

585,187,695.1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671,216,351.55

2,256,404,046.72

585,187,695.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567,303,220.94

3,346,634,269.68

779,331,048.74

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750,000.00

应收账款

540,423,625.92

应收账款融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750,000.00
544,325,234.29

3,901,608.37

750,000.00

750,000.00

1,433,683,950.97

2,713,822,559.34 1,280,138,608.37

499,863,585.72

-499,863,585.7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调整数

1,276,237,000.00 1,276,237,000.00

应收票据

流动资产合计

2019 年 1 月 1 日

币种:人民币

200,000.00

200,000.00

25,464,843.45

24,489,441.36

-975,402.09

1,001,053,504.51

500,414,516.70

-500,638,987.81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2,434,737,455.48

3,214,237,076.04

779,499,620.56

122,461,431.57

316,604,785.14

194,143,353.5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2,360,142.92

326,503,496.49

194,143,353.57

负债合计

796,154,264.82

990,297,618.39

194,143,353.57

60,144,190.19

118,679,816.89

58,535,626.70

772,392,034.67

1,299,212,674.96

526,820,640.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38,583,190.66

2,223,939,457.65

585,356,266.9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638,583,190.66

2,223,939,457.65

585,356,266.9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434,737,455.48

3,214,237,076.04

779,499,620.56

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2）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①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前后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合并财务报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2019 年 1 月 1 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686,370,298.13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750,000.0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91,063,255.04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7,282,632.02

项目
货币资金
应收款项融
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益工具）

摊余成本

账面价值
686,370,298.13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变动计入

75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94,740,100.9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7,282,632.02

交易性金融
以成本计量（权

计量类别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1,276,237,000.00
入当期损益

499,863,585.72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变动计入

200,000.00

当期损益

B．母公司财务报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货币资金

计量类别
摊余成本

账面价值

2019 年 1 月 1 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656,817,094.51 货币资金

计量类别
摊余成本

账面价值
656,817,094.51

以公允价值计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750,000.00 应收款项融资

量且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750,000.00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2019 年 1 月 1 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40,423,625.9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44,325,234.2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59,979,872.7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59,979,872.79

以公允价值计

交易性金融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量且其变动计

产

以成本计量
（权益工具）

1,276,237,000.00

入当期损益

499,863,585.72

以公允价值计

其他非流动金

量且变动计入

融资产

200,000.00

当期损益

②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新金融工具准则账面价值的调
节表
A．合并财务报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的账面价值（按原

2019 年 1 月 1 日的账
重分类

重新计量

金融工具准则）

面价值（按新金融工
具准则）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金额）

750,000.00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750,000.00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票据（按新融工具准则列示
金额）
应收账款（按原金融工具准则金
额）

591,063,255.04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3,676,845.94

应收账款（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594,740,100.98

示金额）
其他应收款（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金额）

57,282,632.02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57,282,632.02

列示金额）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原金融工
具准则列示金额）
减：转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加：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交易性金融资产（按新融工具准
则列示金额）

499,663,585.72
499,663,585.72
776,573,414.28
1,276,237,000.00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的账面价值（按原

2019 年 1 月 1 日的账
重分类

重新计量

金融工具准则）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原金融工
具准则列示金额）

面价值（按新金融工
具准则）

200,000.00

加：转出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0,000.00

加：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按新融工

200,000.00

具准则列示金额）
三、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账款融资（按原金融工具准
则列示金额）
加：自按摊余成本计量的应收票

750,000.00

据转入
加：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应收账款融资（按新融工具准则

750,000.00

列示金额）
B．母公司财务报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的账面价值（按原

2019 年 1 月 1 日的账
重分类

重新计量

金融工具准则）

面价值（按新金融工
具准则）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金额）

750,000.00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750,000.00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票据（按新融工具准则列示
金额）
应收账款（按原金融工具准则金
额）

540,423,625.92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3,901,608.37

应收账款（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544,325,234.29

示金额）
其他应收款（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金额）

159,979,872.79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159,979,872.79

列示金额）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原金融工
具准则列示金额）

499,663,585.72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的账面价值（按原

2019 年 1 月 1 日的账
重分类

重新计量

面价值（按新金融工

金融工具准则）
减：转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具准则）
499,663,585.72

加：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776,573,414.28

交易性金融资产（按新融工具准

1,276,237,000.00

则列示金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原金融工
具准则列示金额）

200,000.00

加：转出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0,000.00

加：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按新融工

200,000.00

具准则列示金额）
三、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账款融资（按原金融工具准
则列示金额）
加：自按摊余成本计量的应收票

750,000.00

据转入
加：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应收账款融资（按新融工具准则

750,000.00

列示金额）

③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整到新金融工具准则金融资产减
值准备的调节表
A．合并财务报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计量类别

计提的减值准备（按

2019 年 1 月 1 日计提的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原金融工具准则）

减值准备（按新金融工
具准则）

（一）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76,649,649.48

-3,676,845.94

72,972,803.54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9,117,686.41

19,117,686.41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计提的

B．母公司财务报表

计量类别

计提的减值准备（按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原金融工具准则）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73,267,344.30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8,126,782.72

减值准备（按新金融工
具准则）

-3,901,608.37

69,365,735.93
18,126,782.72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要求，
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变更，本次变更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无实质性
影响。
3、 新收入准则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
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
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
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执行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