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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毅

董事

因公出差

陈红浪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7 年度末的总股
本 591,484,35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四川美丰

股票代码

000731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东

陆爽

办公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蓥华南路一段 10 号

四川省德阳市蓥华南路一段 10 号

传真

0838-2304228

0838-2304228

电话

0838-2304235

0838-2304235

电子信箱

mfzqb@163.com

lushuanglion@vip.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尿素、复合肥、氮氧化物还原剂、三聚氰胺、硝酸、硝铵、包装塑料制
品以及 LNG（液化天然气）等化工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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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肥业务
公司尿素、复合肥属于化肥类产品，用以提高土壤肥力，促进作物的生长，提高农业生产力。报告期
内，公司生产尿素 48.28 万吨，生产复合肥 36.18 万吨，销售自产尿素 42.68 万吨、销售复合肥 35.35 万吨。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深入调研市场，董事长多次带队赴市场营销第一线，查看公司产品销售情况，
广泛听取客户心声。经全面调研与摸查后，报告期内，公司对部分不合格私营代理商进行清理，加强与实
力雄厚、信誉优良的国有企业合作，与云南省农资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充分利用云农集团健全的
农资网络在公司具有优势的云南市场销售美丰产品。另外，报告期内，公司切实加强班子建设和营销队伍
建设，深化推进营销体制改革。
2. 车用尿素业务
车用尿素是一种以高纯度尿素和超纯水为原料配制而成的，尿素浓度为 32.5%的尿素水溶液，其主要
用于配有 SCR（车用选择性催化还原尾气后处理系统）的轿车、卡车、客车和重型非道路使用柴油发动机
车辆，是 SCR 技术中必须要用到的消耗品，车用尿素在 SCR 系统中与催化剂一起将柴油发动机排放的有
害的氮氧化物转换成无害的水蒸气和氮气，以有效降低柴油发动机的尾气污染物排放。车用尿素为易耗品，
平均消耗量一般为柴油使用量的 3-5%。
报告期内，针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美丰加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美丰加蓝公司”）
前些年发生的与其海外投资公司之间因赊销供货而产生的大额应收账款，公司董事会责成经营班子于 2017
年 4 月组织成立海外资产清查及风控工作组，摸查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状况，并快速采取措施止血，对 AMB、
TopBlue 等海外公司停止赊销供货，制定还款计划，并成立清欠工作组，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全力催收
欠款。报告期内，美丰加蓝公司把营销重点转至国内市场，大力开发经销商队伍，重点加强对需求稳定的
大型集团客户开发，同时积极开展代加工业务，并不断丰富车用尿素产品线，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继续加
强宣传、促销及消费者引导工作，推进品牌建设，积极促进产品终端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车用尿素 5.84 万吨，销售 5.78 万吨。
3. 其他化工产品业务
除尿素、复合肥、柴油发动机氮氧化物还原剂外，公司还生产三聚氰胺、硝酸铵、包装塑料制品等化
工产品。三聚氰胺，俗称密胺，是一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以尿素为原料生产，被用作化工原料。
三聚氰胺的主要用途为与甲醛缩合聚合制得三聚氰胺树脂，用于塑料及涂料工业，也可作纺织物防摺、防
缩处理剂，其改性树脂可做色泽鲜艳、耐久、硬度好的金属涂料，还可用于坚固、耐热的装饰薄板、防潮
纸及灰色皮革鞣皮剂，合成防火层板的粘接剂，防水剂的固定剂或硬化剂等。硝酸铵为可用于制造化肥、
炸药、硝酸盐等的化工原料。
公司目前拥有三聚氰胺产能 5 万吨/年，拥有稀硝酸 18 万吨/年、硝酸铵 22.5 万吨/年，以及包装塑料
制品 7000 吨/年的产能。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三聚氰胺 5.03 万吨，销售 5.01 万吨；生产稀硝酸 0.08 万吨，销售 0.08 万吨；生
产液体硝铵 6.18 万吨，销售 6.18 万吨；生产结晶硝铵 9.42 万吨，销售 9.42 万吨；生产包装塑料制品 0.85
万吨，销售 0.85 万吨。
4. 液化天然气（LNG）业务
天然气是在气田中自然开采出来的可燃气体，主要由甲烷构成。液化天然气（Liquefied Natural Gas，
简称 LNG）是天然气经压缩、冷却至其沸点（-161.5℃）温度后变成液体，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
其体积约为同量气态天然气体积的 1/625，液化天然气的质量仅为同体积水的 45%左右，可以大大节约储
运空间，且具有热值大、性能高等特点，被公认是地球上最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通常液化天然气储存
在-161.5 摄氏度、0.1MPa 左右的低温储存罐内，其用专用船或油罐车运输，使用时重新气化。
公司目前拥有日处理 100 万方天然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液化天然气 8.57 万
吨，销售自产液化天然气 7.97 万吨。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趋势
1. 化肥行业
（1）发展阶段
在经历了前几年因产能过剩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撂荒加剧造成的化肥供需倒挂、产品价格大幅下
跌的行业严冬后，并历经日益严格的安全、环保监管和更高的技术门槛准入管控后，化肥行业去产能化、
优胜劣汰的良好形势已初步显现，报告期内，行业回暖趋势较为明显。面对新时代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
要求，化肥行业目前正处于生产技术和产品类型双升级的关键阶段。
（2）发展趋势
一直以来，三农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5 年聚焦三农，每年都出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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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强农惠农政策。
《全国农业现代化“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强农、协调惠农、绿色兴农、开放助农、
共享兴农”的发展路线，国家部委就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机
制、开发农业多功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等方面出台了配套政策和方案。
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以小规模的分散经营方式为主，生产成本高、收益较低。在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以适度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兴起，这些主体积极流转土地、引入先进
生产技术、增加资本投入，形成“去小农化”趋势。据农业部门统计，截至 2016 年末，我国家庭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竞相发展，总量达到 280 万个；其中，家庭农场达
到 87.7 万家，经农业部门认定的达到 41.4 万户，平均每个种植业家庭农场经营耕地 170 多亩。据农业部
对全国 3000 多户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情况的典型监测，家庭农场的年均纯收入达到 25 万元左右，劳均纯收
入近 8 万元，高于普通农户收入。在此带动下，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总数超过 1,270 万人，成为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引领力量。中央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
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该政策有利于稳定农民预期，有利于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培育以家庭农场、
农业企业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更多资金、技术、人才流入农村和农业。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农资产品的消费升级趋势已开始显现，并有迅猛发展之势，对农肥
企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对单质肥产品而言，向规模化、低成本、环保型发展，做好生产技术升级是发展趋势；对新型肥料产
品而言，向高效能、差异化方向发展，并能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提供配套的体系化农化服务是未来发展趋
势。
当前化肥行业已由重生产的 1.0 时代、生产营销并重的 2.0 时代，进入了生产、营销、农化服务三位
一体的 3.0 时代，未来，化肥行业将进入产品研发、智能制造、品牌建设、农化服务全线贯通，厂商与客
户价值高效匹配的 4.0 时代，不断提升终端农户用肥体验将成为农肥企业未来在竞争中胜出的关键。
2. 车用尿素行业
（1）发展阶段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全民共治、
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
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
据 E20 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环保产业年均增长速度 18%以上，环境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更是高达
30%。近年，环保扶持政策正引导中国环保产业市场化、规模化扩容，向全球最大环保产业强国迈进。
针对车用尿素行业，自 2015 年国 IV 排放标准全面实施以来，国家相继明确了国 V、国 VI 排放标准
的实施时间表，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对重型柴油车的污染排放及配套装置（SCR 系统）有明确规定。
但在重型柴油车尾气治理过程中，缺乏有效认知和适时监管，尿素溶液品质参差不齐，导致国 IV 柴油车
车用尿素加注比例仅 20%，国 IV 排放标准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2）发展趋势
未来，车用尿素行业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品质、大品牌产品将逐渐成为消费主流
低质、劣质、假冒车用尿素产品将有望被彻底清除出市场，品质过硬，品牌信誉度高的车用尿素生产
商将得到市场认可。
二是消费习惯逐渐养成，形成庞大稳定的客户群体
随着车用尿素的消费习惯逐渐养成，国内将逐步产生一个庞大而稳定的车用尿素客户群体。
三是供应渠道进一步完善
目前因行业尚处于成长期，需求量尚未完全释放，车用尿素产品主要仍以小型桶装方式通过加油站超
市、汽配店等渠道销售，运输与包装成本较高。未来，随着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与加油站配套或单独建设
车用尿素加注站将成为产业趋势，供应渠道将进一步完善，用户购买车用尿素的便利度将大幅提高。
3. 液化天然气行业
（1）发展阶段
中国液化天然气产业从液化、运输、接收站汽化到终端利用，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2017 年
前三季度，国内液化天然气市场基本平稳运行，供需平衡，9 月下旬开始天然气供应整体表现紧张，第四
季度天然气供气成为社会主要关注点，11 月后，液化天然气价格屡创新高，年初至报告披露日期间，产品
价格又逐渐回落。
（2）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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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四季度出现的供气紧张及液化天然气价格飙升，主要原因为华北“煤改气”势头强劲，供暖由
燃煤改为燃气，进入供暖季后，天然气需求量急剧上升，而造成短时期内供应严重紧张，而在“保民生、
限工业”的影响下，不少液化天然气工厂被限气，液化天然气供不应求，价格大幅走高。
2017 年第四季度液化天然气供不应求及价格大幅上涨的行情为短时期内供需矛盾加剧所致，不具有可
持续性，伴随国家对天然气供应调节力度的不断加大，调节作用正在初步显现，市场供需局面已逐渐趋于
平衡。2018 年初至今，液化天然气价格已逐步回归平稳。
中国当前能源结构仍以煤为主，雾霾治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任务艰巨。天然气作为一种洁净能源，
加快发展和合理利用天然气，可有效改善大气环境，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符合国际和我国节能环保、低
碳经济的发展方向，未来预期液化天然气使用量将不断加大，行业发展前景看好。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2,528,000,405.91

2,370,063,676.29

6.66%

3,928,274,23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603,301.59

-250,373,779.84

162.15%

55,443,02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034,075.21

-268,561,206.05

154.75%

42,635,00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603,359.19

302,451,644.09

83.04%

312,799,404.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31

-0.4233

162.15%

0.09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31

-0.4233

162.15%

0.09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2%

-9.66%

15.78%

2.0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4,373,523,538.06

4,742,034,451.78

-7.77%

5,082,534,19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22,931,978.11

2,466,713,252.00

6.33%

2,715,357,498.79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降低贸易额比例，突出夯实主业, 主要产品毛利率明显提升，最终实现了 2017 年全
面扭亏为盈的良好业绩。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705,594,078.01

721,849,374.59

604,664,384.91

495,892,56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667,568.61

52,659,205.21

50,181,217.38

20,095,31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827,062.49

51,716,015.10

47,397,521.16

17,093,476.46

-56,826,005.79

114,043,728.87

210,481,840.16

285,903,79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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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60,470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7,06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成都华川石油
天然气勘探开 国有法人
发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12.18% 72,053,552

0

四川美丰(集团)
国家
有限责任公司

4.45% 26,325,360

0

贾铁斌

1.80% 10,639,371

0

深圳盛屯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1.27%

7,526,200

0

杨松丽

0.71%

4,228,502

0

长生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自 其他
有资金 2

0.68%

4,000,002

0

杨丽芳

0.58%

3,413,2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沪
港深研究精选 其他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0.55%

3,276,559

0

深圳市天宇伟
业投资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0.50%

2,942,576

0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其他
购回专用账户

0.46%

2,700,000

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数量

质押

13,160,000

冻结

2,94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说明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股东贾铁斌持有公司股份 10,639,371 股，其中 2,857,002 股为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526,200 股，均为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如有）
股东杨松丽持有公司股份 4,228,502 股，均为通过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股东杨丽芳持有公司股份 3,413,200 股，均为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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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 年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元年，行业加速去产能、降成本，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效果明显。近年来，化
肥生产流通环节运、气、电、税等诸多优惠政策已陆续取消，化肥由过去保障农业生产的物资向一般商品
转换，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各项优惠政策的取消，短期内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令企业经营压力倍增，
但从长远角度看，阵痛之后，市场化浪潮中化肥产业的整合力度将不断加快，经受住考验的企业发展也将
更加具有可持续性。未来，化肥行业将不断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按照化肥产业转型升级和使用量零增长行
动要求，调整产品结构、提升创新能力、加强农化服务，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撑。
报告期内，董事会提出了“两降、两保、两提升”的工作方针和“夯基础、严管理、谋发展”的工作
理念，带领经营班子和广大干部职工围绕报告期初制定的各项工作目标，在安全环保、制度建设、生产经
营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全面推进，找准“止血点”，迅速“止血”，直击“痛点”，努力做到了保住安全、抓
好生产、完善制度、防控风险、拼抢市场、堵住漏洞，创造了公司安全环保稳定、生产运营稳定、员工队
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的良好局面，打赢了扭亏为盈翻身仗，并创造了良好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2,800.04 万元，同比增长 6.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60.33 万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263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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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尿素

688,948,864.85

498,206,064.97

27.69%

3.08%

-19.11%

19.84%

复合肥

688,936,434.55

581,928,702.10

15.53%

10.52%

0.62%

8.31%

车用尿素

133,252,578.24

102,054,817.58

23.41%

86.17%

64.77%

9.95%

天然气供应

322,858,286.62

287,187,479.41

11.05%

416.36%

401.88%

2.57%

三聚氰胺

312,092,746.24

166,711,568.48

46.58%

24.53%

0.83%

12.55%

其他产品及贸易

381,911,495.41

269,165,349.75

29.52%

-44.94%

-58.91%

23.9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60.33 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为：
一是报告期内，公司为实现扭亏为盈，以董事会提出的“夯基础、严管理、谋发展”的工作理念，多措并举，
进一步降低成本，并合理优化产品结构；二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同比销价有所上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变更部分会计政策，相关情况如下：
1.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
（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
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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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变更的日期
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规定的施行日期执行。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属于 2017 年新增会计政策，变
更前无对应的会计政策；
政府补助的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
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不区分是否与日常活动相关，均计入营业外收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收到
时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A、在财政部发布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
【2017】13 号）后，公司的会计政策中新增加了相关内容：
1）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本集团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
持有待售：1）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在当前状况下即可出售；2）出售极可能发
生，即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作出决议且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有关规定要求相关权
力机构或者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出售的，已经获得相关批准。本集团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
组，在取得日满足“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的规定条件，且短期（通常为 3 个月）内很可能满足持有待
售类别的其他划分条件的，在取得日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本集团因出售对子公司的投资等原因导致丧失
对子公司控制权的，无论出售后是否保留部分权益性投资，在拟出售的对子公司投资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
分条件时，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对子公司投资整体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子公
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2）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计量和列报。本集团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首次划分为持有待售
类别前，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计量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中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初始计量或在资
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其账面价值高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的，将账面价值减记至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计提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后续资产负债表日持有待售的处置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增
加的，以前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内转回，转回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已抵减的
商誉账面价值，以及非流动资产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转回。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或处置组中的非流动资产不计提折旧或摊销，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负债的利息和其他费用继续予以确
认。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因不再满足划分条件，从持有待售中移除时，按照以下两者孰低计量：
1）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的账面价值，按照假定不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情况下本应确认的折旧、摊销或
减值等进行调整后的金额；2）可收回金额。终止确认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将尚未确认的利
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本集团在资产负债表中区别于其他资产和负债，单独列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中的负债。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的资产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的负债不相互抵销，分别作为
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列示。
3）终止经营，是指本集团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且该组成部分已经处置
或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该组成部分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或是拟对一项
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进行处置的一项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或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
子公司。
》（财会【2017】15 号）后，
B、在财政部发布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
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与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收到时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在相关
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平均分配分期计入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
的，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
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
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按《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 号）的要求编制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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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
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 2017 年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本报告期，因清算注销减少四川佳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绵阳港丰能源有限公司 2 家
孙公司。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化”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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