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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58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2014-69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财政部 2014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 

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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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是公

司落实和执行2014年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

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会计准则，并对公司相关

会计科目核算进行调整和变更  

 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3 年末及本期末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2013 年度及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

响。 

 

一、执行财政部 2014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概述 

2014年财政部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

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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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

企业会计准则，并于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范围内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要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

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施行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4年 10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四

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 2014 年新颁布或修

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公

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和调整，并按照规定时间

执行。 

详情请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性质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变更

会计政策。 

（二）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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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2014

年财政部陆续发布的新增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

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

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

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企业

会计准则，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增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该准则

未予规范的其他权益性投资，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因此，公司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

资，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未予规范的其他

权益性投资，不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而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 调整期初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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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 46,220,415.20 -16,080,593.00 30,139,822.20 

根据新准则由长

期投资调入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16,080,593.00 16,080,593.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0.00 5,000,000.00 5,000,000.00 

    
 

单位：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长期投资 330,712,139.90  -15,400,805.00  315,311,334.90  

根据新准则由

长期投资调入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15,400,805.00  15,400,805.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0.00  5,000,000.00  5,000,000.00  

（2） 调整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长期投资 36,958,680.52  -16,080,593.00  20,878,087.52  

根据新准则

由长期投资

调入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6,874,900.00  16,080,593.00  272,955,493.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0.00  5,000,000.00  5,000,000.00  

 

单位：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长期投资 330,712,139.90  -15,400,805.00  315,311,334.90  

根据新准则

由长期投资

调入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6,874,900.00  15,400,805.00  262,275,705.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0.00  5,000,000.00  5,000,000.00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的规定，该准则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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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是指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

工，包括通过企业与劳务中介公司签订用工合同而向企业提供服务的

人员。因此，公司将与劳务中介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的劳务工工资由其

他应付款调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 调整期初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33,114,909.72  0.00  33,114,909.72  
劳务工工资全年计提和

发放相等，不影响余额 

 

单位：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19,104,311.92  0.00  19,104,311.92  
劳务工工资全年计提和

发放相等，不影响余额 

（2） 调整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54,913,987.61 51,072.08 54,965,059.69 
焊丝公司劳务工工资计

提5.1万元尚未支付 

其他应付款 72,854,710.32 -51,072.08 72,803,638.24   

 

单位：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31,776,796.07  0.00  31,776,796.07  
劳务工工资全年计提和

发放相等，不影响余额 

（3） 调整去年同期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069,689,182.43  -22,411,910.28  1,047,277,272.15  根据新准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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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121,451,138.65  22,528,810.28  143,979,948.93  

支付劳务工工

资由 1、3 项调

入 2 项 3.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92,507,612.50  -116,900.00  92,390,712.50  

单位：元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545,618,458.50  -16,197,975.67  529,420,482.83  

根据新准则将

支付劳务工工

资由 1、3 项调

入 2 项 

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60,716,447.11  16,217,975.67  76,934,422.78  

3.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43,881,431.11  -20,000.00  43,861,431.11  

（4） 调整本年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922,198,895.12  -23,092,958.78  899,105,936.34  

根据新准则将

支付劳务工工

资由 1、3 项调

入 2 项 

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140,427,159.28  23,208,456.68  163,635,615.96  

3.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94,895,205.37  -115,497.90  94,779,707.47  

 

单位：元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428,619,249.67 -17,168,894.75 411,450,354.92 

根据新准则将

支付劳务工工

资由 1、3 项调

入 2 项 

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61,865,122.33 17,182,612.65 79,047,734.98 

3.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9,668,339.11 -13,717.90 39,654,621.21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

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

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公司本次会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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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

计量、合营安排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3 年末及本期末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2013 年度及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准则的规定，对公司

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具

体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且与公司年度审计的服务机构充

分交流及沟通，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公告附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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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