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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和重要前期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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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后会计政策的介绍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临三维公司”或“先临三维”）

将 3D打印云平台项目开始资本化时点自完成平台框架设计图起，调整为上线试

运营起，并后续升级不再资本化。 

（二）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3D 打印业务（增材制造）系先临三维公司的核心业务。《增材制造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指出，要求紧密围绕新兴产业培育和重点领域制

造业智能转型，着力提高创新能力，提升供给质量，培育龙头企业，推进示范应

用，完善支撑体系，探索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增材

制造产业做强做大，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目前，国内 3D 打印产业尚属起步发展阶段，且技术水准落后于国际先进水

平。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厂房及设备等有形资产投入，先临三维公司的研发投入巨

大，最终体现为“专利权”与“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鉴于此，先临三维公

司对重点研发项目的开发投入进行了资本化处理。 

先临三维公司的重点研发项目可以区分为两类。一是产品类研发项目，二是

构建 3D 打印生态圈的互联网平台研发项目（以下统称 3D打印云平台）。对于产

品类研发项目，资本化期间为自完成产品设计图纸起至产品及生产工艺通过验收

止，包括产品设计、建造和测试费。对于 3D 打印云平台研发项目，资本化期间

为自完成平台框架设计图起至正式上线运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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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品类研发项目相比，互联网平台研发项目呈现风险大与见效慢的特点，

经审慎研究，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先临三维公司决定变更 3D 打印云平台

研发项目的资本化政策。即资本化期间变更为自平台上线试运营起至正式上线运

营止，互联网平台达到预定用途后的功能升级或扩展的研发投入不再资本化。通

过该等变更，缩短了资本化期间，减少了开发费用资本化金额，可提供更可靠、

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更好体现了 3D打印云平台研发项目高风险的实际状况，符

合谨慎性的会计核算要求。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比较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

的报表项目及调整金额详见本公告之“七、本次会计政策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对主要财务报表的影响”。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和内容 

（一） 更正 3D 打印云平台的摊销期限 

如上所述，互联网平台研发项目呈现风险大与见效慢的特点，经审慎研究，

先临三维公司原定按 10 年期摊销不符合实际状况，现更正为按 5 年期摊销。同

时，与 3D打印云平台相关的递延政府补助分摊期相应调整为 5年期。 

（二）更正股份支付薪酬 

前期，先临三维公司下属子公司杭州捷诺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捷

诺飞”）存在股权激励交易，捷诺飞对股份支付薪酬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估值报

告进行计量。经审慎研究，对捷诺飞发生的股份支付薪酬按第三方增资价格进行

更正计量。 

1. 2016 年度 

2016 年 9月，张文明以协议受让方式取得了捷诺飞的 1.45%股权（实缴出资

额计 8 万元）。张文明共支付股权转让款 52.80 万元。2015 年 6 月，苏州分享

高新医疗产业创业投资企业等以货币资金向捷诺飞溢价增资 3,000万元，认缴新

增注册资本 50 万元，增资认缴价为 60 元/股。若以该等增资认缴价为计量参考

值，张文明受让捷诺飞股权的公允价值为 480 万元，股权取得成本与公允价值存

在优惠差价 427.20 万元。该等优惠差价应界定为股份支付薪酬，并在服务期内

分期确认。 

2.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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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月，捷诺飞向徐铭恩、张文明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铭群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发行股份 55 万股，募集资金 374 万元，每股发行价为

6.80 元。2017 年 6 月，捷诺飞向浙江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28.0112

万股，募集资金 2,500 万元，每股发行价为 89.25元。若以该等增资认缴价为计

量参考值，徐铭恩等人取得的股权公允价值为 4,908.75 万元，股权取得成本与

公允价值存在优惠差价 4,534.75 万元。该等优惠差价应界定为股份支付薪酬，

并在服务期内分期确认。 

因股份支付的计量参考值发生变动，比较期间的股份支付薪酬需重新更正计

量。 

(三) 更正子公司少数股东出资款的确认时点 

下属子公司杭州先临三维云打印技术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已认缴待实缴资

本金 76 万元。该等待缴资本金应于 2019年 7月之前实缴到位。杭州先临三维云

打印技术有限公司误将待缴资本金作为“其他应收款”提前挂账。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对上述重要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比

较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及更正金额详见本公告之“七、本次会计政策

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对主要财务报表的影响”。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和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议案》，本

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使公司财

务报表更符合审慎性原则。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五、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相关规

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对 2015 至 2017 年度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更

能客观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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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关于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和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天健函〔2019〕331 号）中对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做出了说明。 

七、本次会计政策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对主要财务报表的影响 

追溯重述前后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合并利润表项目对比如下： 

报表项目 
2015年 12月 31日(2015年度) 

重述前数据 政策调整金额 差错更正金额 重述后数据 

开发支出 10,867,143.64 -7,659,085.67  3,208,057.9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02,582.11 +1,148,862.85  3,951,444.96 

盈余公积 1,949,390.98 -651,022.28  1,298,368.70 

未分配利润 60,303,641.05 -5,859,200.54  54,444,440.51 

管理费用 39,898,388.44 +7,659,085.67  47,557,474.11 

所得税费用 1,515,934.98 -1,148,862.85  367,072.13 

(续上表) 

报表项目 
2016年 12月 31日(2016年度) 

重述前数据 政策调整金额 差错更正金额 重述后数据 

开发支出 36,719,186.76 -24,066,087.51  12,653,099.25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87,165.94 +3,609,913.13  11,697,079.07 

资本公积 21,609,958.53  +222,748.39 21,832,706.92 

盈余公积 4,762,904.82 -2,045,617.44  2,717,287.38 

未分配利润 86,371,071.77 -18,410,556.94 -222,748.39 67,737,766.44 

管理费用 27,284,398.08  +445,496.77 27,729,894.85 

研发费用 44,658,371.00 +16,407,001.84  61,065,372.84 

所得税费用 3,211,747.38 -2,461,050.28  750,697.10 

   (续上表) 

报表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2017年度) 

重述前数据 政策调整金额 差错更正金额 重述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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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19,283,340.93  -760,000.00 18,523,340.93 

无形资产 80,478,970.85 -21,860,029.47 -851,229.26 57,767,712.12 

开发支出 42,807,928.84 -8,855,448.99  33,952,479.85 

递延收益 21,707,311.66  -458,333.33 21,248,978.33 

资本公积 45,139,256.81 +9,024,782.81 +4,729,706.47 58,893,746.09 

未分配利润 113,529,317.08 -28,221,956.85 -4,975,266.42 80,332,093.81 

管理费用 38,828,823.60  +10,925,270.36 49,754,093.96 

研发费用 61,981,330.57 +6,649,390.95 +851,229.26 69,481,950.78 

其他收益 42,340,493.06  +458,333.33 42,798,826.39 

所得税费用 9,121,306.17 +3,609,913.13  12,731,219.30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关于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和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

（天健函〔2019〕331 号）详见附件。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