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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天健审〔2013〕6263号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以下简称浙报集团)按备考财务报表

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的浙报集团美术报采编业务的备考财务报表，包括2013

年 10月 31日的备考资产负债表，2013年 1-10月的备考利润表和备考现金流量

表，以及备考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备考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备考财务报表是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后附的备考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备考财务

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备考

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备考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备考财务

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备考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

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备

考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备考财

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



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备考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

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浙报集团按备考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的浙报集团美

术报采编业务的备考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

允反映了浙报集团美术报采编业务 2013年 10月 31日的备考财务状况以及 2013

年 1-10月的备考经营成果和备考现金流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贾川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俞佳南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美术报采编业务 

备考财务报表附注 

2013 年 1-10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采编业务基本情况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美术报采编业务(以下简称美术报采编业务)系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企业发展的意见》(浙政办发〔2009〕104 号)和浙江省

财政厅《关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改制重组中人员安置资产提留与采编剥离方案的复函》(浙

财教〔2010〕317 号)批准，由浙江《美术报》有限公司剥离至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二、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 本备考财务报表系按照本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采用本备考财务报表附注三所述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编制

和披露。 

(二) 美术报采编业务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相关资产、负债所涉及财务数据包含在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财务报表中。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美术报><浙江老年报>转企改制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关于同意<美术报><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批复》(新出审字〔2013〕

1170 号)、浙江省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我省第二

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的通知》(浙报刊改办〔2013〕1 号)和《关于<浙江

老年报><美术报>和<淘宝天下>改制工作方案的批复》，同意美术报采编业务相关的资产、负

债注入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编制本备考财务报表时，将美术报

采编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财务数据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财务报表中剥离，独立反映了美术

报采编业务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备考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编制基础。 

(二)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备考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三) 会计期间 

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备考财务报告所载财务信息的会计期间

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止。 

(四) 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列示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是指库存现金以及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

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六) 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且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

款)，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

以及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根据相

同账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报告期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的比例。确定具体提取比例为：账龄 1年以内(含 1年，以下类推)的，按其余额的 5%计提；

账龄 1-2 年的，按其余额的 10%计提；账龄 2-3 年的，按其余额的 20%计提；账龄 3-4 年的，

按其余额的 50%计提；账龄 4-5 年的，按其余额的 80%计提；账龄 5 年以上的，按其余额的

100%计提。对有确凿证据表明可收回性存在明显差异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根

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浙江美术报采编业务对浙报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关联企业的应收款项，根据其可收回性暂不计

提坏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和预付款项等)，经单独测试后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七) 存货 

1. 存货包括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2. 发出存货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3.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

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 存货的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5. 周转材料按照一次转销法进行摊销。 

(八)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计价和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年限超过一个会



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固定资产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并从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

法。  

2.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项  目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 5 5      19.00  

运输工具 5 5      19.00 

其他设备 5 5      19.00 

3. 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固定资产发生减值的，按照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

差额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4. 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标准的，认定为融资租赁：(1) 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

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2) 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

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

种选择权；(3) 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 [ 通常

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 75%以上(含 75%)]；(4) 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 90%以上(含 90%)]；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

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 90%以上(含 90%)]；(5) 租

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中较

低者入账，按自有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 

(九) 收入 

1．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购货方；(2) 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

品实施有效控制；(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5)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同时满足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并按已经发生的成本占

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

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

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



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时，确

认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利息收入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

定；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十) 政府补助 

1. 政府补助包括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

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3.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

当期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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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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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1．根据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

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数之间的差额)，按照预期收回

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算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资产负债表日，有确凿证据表明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确认以前会计期间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3．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

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

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转回减记的金额。 

4. 公司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

情况产生的所得税：(1) 企业合并；(2) 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 

 

三、税(费)项 

(一)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  种 计 税 依 据 税  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6%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注] 

文化事业建设费 应纳税广告营业额 3% 

[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本期亏损，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美术报采编业务作为其组成

部分，亦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四、备考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说明：本备考财务报表附注的期初数指 2013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数，期末数指 2013

年 10 月 31日财务报表数，本期指 2013 年 1 月 1日-2013 年 10 月 31 日，上年数指 2012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月 31日财务报表数。 

(一) 备考资产负债表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项  目                              期末数 

银行存款 4,029,164.86 

  合  计 4,029,164.86 

 

2. 应收账款  

(1) 账龄分析 

                                        期末数                   

账  龄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801,200.00 100.00  801,200.00 

  合  计 801,200.00 100.00  801,200.00 

(2) 应收关联方账款 

  关联方名称                             期末数 

浙江《美术报》有限公司 801,200.00 

  小  计 801,200.00 

 

3. 预付款项  

(1) 账龄分析 

                                        期末数                   

账  龄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46,093.02 100.00  46,093.02 

  合  计 46,093.02 100.00  46,093.02 

(2) 无预付关联方款项。 



 

4. 固定资产 

账面原值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电子设备 262,542.47 57,094.10 19,761.86 299,874.71 

运输工具 411,799.04   411,799.04 

其他设备 70,688.10 54,112.81  124,800.91 

  小  计 745,029.61 111,206.91 19,761.86 836,474.66 

累计折旧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电子设备 73,957.60 56,247.02 17,660.74 112,543.88 

运输工具 160,762.42 72,847.38  233,609.80 

其他设备 6,462.77 17,007.84  23,470.61 

  小  计 241,182.79 146,102.24 17,660.74 369,624.29 

账面价值 

  项  目                       期初数                 期末数 

电子设备 188,584.87 187,330.83 

运输工具 251,036.62 178,189.24 

其他设备 64,225.33 101,330.30 

  合  计 503,846.82 466,850.37 

 

5. 应付职工薪酬 

  项  目                                    期末数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1,457,468.28 

社会保险费 25,510.98 

住房公积金 20,750.00 

工会经费 24,912.88 

  合  计 1,528,642.14 

 

6. 应交税费 

  项  目                                    期末数 

增值税 45,350.94 

城市维护建设税 3,174.57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4,254.81 

教育费附加 1,360.53 

地方教育费附加 907.02 

文化事业建设费 24,036.00 

合  计 79,083.87 

 

7. 其他应付款  

无应付关联方款项。 

 

8. 所有者权益 

  项  目                                    金  额  

期初所有者权益 288,163.75 

加：本期归属于所有者的净利润 2,563,580.34 

减：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补贴 169,263.00 [注] 

期末所有者权益 2,682,481.09 

[注]：经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复，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美术报采编业务提取改

制人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补贴 169,263.00 元。 

 

(二) 备考利润表项目注释 

1.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1) 明细情况 

收  入      

    项  目                                  本期数 

  主营业务收入 8,578,809.46 

    合  计 8,578,809.46 

成  本 

    项  目                                  本期数 

  主营业务成本 5,678,554.44 

    合  计 5,678,554.44 

(2)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本期数                 

项  目               收  入           成  本           利  润 

广告分成收入 8,578,809.46 5,678,554.44 2,900,255.02 



  小  计 8,578,809.46 5,678,554.44 2,900,255.02 

 

2. 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  目                                    本期数 

城市维护建设税 36,031.00 

教育费附加 15,441.86 

地方教育附加 10,294.56 

文化事业建设费 272,806.14 

  合  计 334,573.56 

 

3. 营业外支出 

项  目                                    本期数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2,101.12 

  合  计 2,101.12 

 

(三) 备考现金流量表项目注释 

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2,563,580.34 288,163.75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146,102.24 153,135.51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2,101.12 601.54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59,543.58 -30,338.6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4,288,339.35 1,408,917.85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7,012.07 1,820,480.05 

(2)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4,029,164.86 5,357,383.84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5,357,383.84 3,657,920.88 

加：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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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额 -1,328,218.98 1,699,462.96 

2.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现金 4,029,164.86 5,357,383.84 

其中：库存现金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4,029,164.86 5,357,383.84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2) 现金等价物   

其中：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4,029,164.86 5,357,383.84 

 

六、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一)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系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实际控制人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浙江《美术报》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二) 关联方交易情况 



1. 关联方未结算项目金额详见本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注释。 

2. 根据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浙江《美术报》有限公司签订的《授权经营协议》和《广

告收入分成协议》，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将相关报刊杂志经营业务授

权浙江《美术报》有限公司管理运作，相关美术报采编业务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报刊、

杂志社开展。浙江《美术报》有限公司将经营性业务形成的广告收入按定额及分成比例向与

美术报采编业务支付广告分成款，以用于美术报采编业务当年度的采编成本支出。 

2013 年 1-10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美术报采编业务向浙江《美术报》有限公司收取广

告分成款 8,578,809.46 元。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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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天健审〔2013〕6264号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以下简称浙报集团)按备考财务报表

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的浙报集团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的备考财务报表，包括

2013年 10月 31日的备考资产负债表，2013年 1-10月的备考利润表和备考现金

流量表，以及备考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备考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备考财务报表是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后附的备考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备考财务

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备考

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备考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备考财务

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备考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

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备

考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备考财

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



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备考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

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浙报集团按备考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的浙报集团浙

江老年报采编业务的备考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浙报集团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 2013 年 10 月 31 日的备考财务状

况以及 2013年 1-10月的备考经营成果和备考现金流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贾川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俞佳南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 

备考财务报表附注 

2013 年 1-10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采编业务基本情况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以下简称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系经浙江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企业发展的意见》(浙政办发〔2009〕104 号)

和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改制重组中人员安置资产提留与采编剥离方案的复

函》(浙财教〔2010〕317 号)批准，由浙江老年报报业有限公司剥离至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二、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 本备考财务报表系按照本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采用本备考财务报表附注三所述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编制

和披露。 

(二) 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相关资产、负债所涉及财务数据包

含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财务报表中。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美术报><浙江老年报>转企改制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关于同意<美术报><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批复》(新出审字〔2013〕

1170 号)、浙江省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我省第二

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的通知》(浙报刊改办〔2013〕1 号)和《关于<浙江

老年报><美术报>和<淘宝天下>改制工作方案的批复》，同意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相关的资产、

负债注入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编制本备考财务报表时，将浙江

老年报采编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财务数据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财务报表中剥离，独立反映

了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公司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备考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编制基础。 

(二)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备考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三) 会计期间 

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备考财务报告所载财务信息的会计期间

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止。 

(四) 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列示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是指库存现金以及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

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六) 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且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

款)，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

以及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根据相

同账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报告期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的比例。确定具体提取比例为：账龄 1年以内(含 1年，以下类推)的，按其余额的 5%计提；

账龄 1-2 年的，按其余额的 10%计提；账龄 2-3 年的，按其余额的 20%计提；账龄 3-4 年的，

按其余额的 50%计提；账龄 4-5 年的，按其余额的 80%计提；账龄 5 年以上的，按其余额的

100%计提。对有确凿证据表明可收回性存在明显差异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根

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对浙报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关联企业的应收款项，根据其可收回性暂不计

提坏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和预付款项等)，经单独测试后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七) 存货 

1. 存货包括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2. 发出存货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3.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

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 存货的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5. 周转材料按照一次转销法进行摊销。 

(八)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计价和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年限超过一个会



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固定资产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并从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

法。  

2.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项  目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 5 5  19.00 

运输工具 5 5  19.00 

其他设备 5 5  19.00 

3. 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固定资产发生减值的，按照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

差额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4. 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标准的，认定为融资租赁：(1) 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

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2) 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

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

种选择权；(3) 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 [ 通常

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 75%以上(含 75%)]；(4) 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 90%以上(含 90%)]；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

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 90%以上(含 90%)]；(5) 租

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中较

低者入账，按自有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 

(九) 收入 

1．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购货方；(2) 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

品实施有效控制；(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5)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同时满足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并按已经发生的成本占

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

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

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



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时，确

认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利息收入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

定；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十) 政府补助 

1. 政府补助包括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

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3.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

当期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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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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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1．根据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

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数之间的差额)，按照预期收回

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算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资产负债表日，有确凿证据表明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确认以前会计期间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3．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

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

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转回减记的金额。 

4. 公司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

情况产生的所得税：(1) 企业合并；(2) 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 

 

三、税(费)项 

(一)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  种 计 税 依 据 税  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6%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注] 

文化事业建设费 应纳税广告营业额 3% 

[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本期亏损，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作为其

组成部分，亦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四、备考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说明：本备考财务报表附注的期初数指 2013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数，期末数指 2013

年 10 月 31日财务报表数，本期指 2013 年 1 月 1日-2013 年 10 月 31 日，上年数指 2012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月 31日财务报表数。 

(一) 备考资产负债表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项  目                              期末数 

银行存款 177,119.44 

  合  计 177,119.44 

 

2. 应收账款  

(1) 账龄分析 

                                        期末数                   

账  龄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420,114.90 100.00  420,114.90 

  合  计 420,114.90 100.00  420,114.90 

(2) 应收关联方账款 

  关联方名称                             期末数 

浙江老年报报业有限公司 420,114.90 

  小  计 420,114.90 

 

3. 预付款项  

(1) 账龄分析 

                                        期末数                   

账  龄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33,577.66 100.00  33,577.66 

  合  计 33,577.66 100.00  33,577.66 

(2) 无预付关联方款项。 



 

4. 固定资产 

账面原值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电子设备 222,412.79 54,743.58 13,232.45 263,923.92 

运输工具 213,641.15   213,641.15 

其他设备 61,743.59 38,092.30  99,835.89 

  小  计 497,797.53 92,835.88 13,232.45 577,400.96 

累计折旧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电子设备 97,122.12 32,430.90 13,063.32 116,489.70 

运输工具 101,479.56 42,283.20  143,762.76 

其他设备 3,910.44 15,204.23  19,114.67 

  小  计 202,512.12 89,918.33 13,063.32 279,367.13 

账面价值 

  项  目                       期初数                 期末数 

电子设备 125,290.67 147,434.22 

运输工具 112,161.59 69,878.39 

其他设备 57,833.15 80,721.22 

  合  计 295,285.41 298,033.83 

 

5. 应付职工薪酬 

  项  目                                    期末数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643,029.60 

社会保险费 38,910.11 

住房公积金 8,800.00 

工会经费 18,182.84 

  合  计 708,922.55 

 

6. 应交税费 

  项  目                                    期末数 

增值税 23,780.09 

城市维护建设税 1,664.61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5,038.40 

教育费附加 713.40 

地方教育附加 475.60 

文化事业建设费 12,603.45 

合  计 44,275.55 

 

7. 其他应付款  

无应付关联方款项。 

 

8. 所有者权益 

  项  目                                    金  额  

期初所有者权益 149,733.01 

加：本期归属于所有者的净利润 -332,502.77 

    其他 332,502.77[注 1] 

减：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补贴 126,459.00 [注 2] 

期末所有者权益 23,274.01 

[注 1]：根据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浙江老年报报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授权经营协议》和

《广告收入分成协议》及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出具的承诺函，浙江老年报报业有限公司将经营

性业务形成的广告收入按定额及分成比例向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支付广告分成款，以用于浙

江老年报采编业务当年度的采编成本支出。若在授权经营期限内，广告分成款不足以支付当

年度采编成本，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 

本期广告分成款不足支付采编成本的金额为 332,502.77 元，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补足，

相应确认增加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的所有者权益。 

[注 2]：经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复，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美术报采编业务提取

改制人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补贴 126,459.00 元。 

 

(二) 备考利润表项目注释 

1.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1) 明细情况 

收  入      

    项  目                                  本期数 

  主营业务收入 3,198,571.78 

    合  计 3,198,571.78 



成  本 

    项  目                                  本期数 

  主营业务成本 3,406,161.10 

    合  计 3,406,161.10 

(2)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本期数                 

项  目               收  入           成  本           利  润 

广告分成收入 3,198,571.78 3,406,161.10 -207,589.32 

  小  计 3,198,571.78 3,406,161.10 -207,589.32 

 

2. 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  目                                    本期数 

城市维护建设税 13,434.00 

教育费附加 5,757.43 

地方教育附加 3,838.29 

文化事业建设费 101,714.60 

  合  计 124,744.32 

 

3. 营业外支出 

项  目                                    本期数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169.13 

  合  计 169.13 

 

(三) 备考现金流量表项目注释 

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332,502.77 -133,343.58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89,918.33 96,425.36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169.13 1,948.56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99,189.16 -61,761.1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04,153.41 -168,899.18 

其他 206,043.77 133,34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07.29 -132,286.39 

(2)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77,119.44 301,362.6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301,362.61 522,084.90 

加：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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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额 -124,243.17 -220,722.29 

2.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现金 177,119.44 301,362.61 

其中：库存现金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177,119.44 301,362.61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2) 现金等价物   

其中：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177,119.44 301,362.61 

 



六、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一)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系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实际控制人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浙江老年报报业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二) 关联方交易情况 

1. 关联方未结算项目金额详见本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注释。 

2. 根据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浙江老年报报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授权经营协议》和《广

告收入分成协议》，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将相关报刊杂志经营业务授

权浙江老年报报业有限公司管理运作，相关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报

刊、杂志社开展。浙江老年报报业有限公司将经营性业务形成的广告收入按定额及分成比例

向与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支付广告分成款，以用于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当年度的采编成本支

出。 

2013 年 1-10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老年报采编业务向浙江老年报报业有限公司收

取广告分成款 3,198,571.78 元。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