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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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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概述 

（一）变更日期：2020 年 1 月 1 日 

 

（二）变更前后会计政策的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1）公司执行的与收入有关的会计政策为财政 部 2006 年发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应用指南》

及其相关规定。 

2）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本公司大型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及咨询服务（合同

金额 20 万以上）：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完工进度按已发

生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来确定；零星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及咨询服务(合同

金额 20 万以下)：项目完工验收合格时，开具发票确认收入。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1）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新收入准则。除本次变更

外，公司财务报表中采用的其他会计政策，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后续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2）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本公司大型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及咨询服务（合同

金额 20 万以上）：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时点确认收入，取得初验报告/专家意见时



公告编号：2021-011 

100%确认收入，同时确认 5%预计负债；在取得终验报告/专家意见时 100%确

认收入。零星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及咨询服务（合同金额 20 万以下）：项目完工

验收合格时确认收入。 

 

（三）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1）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进行的合理变更； 

2）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

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发生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尚需提交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执行变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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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相关规定，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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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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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审议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规定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的，应当采用追溯调

整法处理，将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调整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其他

相关项目的期初余额和列报前期披露的其他比较数据也应当一并调整，但确定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和（2019）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145,798,021.65 20,340,111.96 166,138,133.61 13.95% 

负债合计 19,944,750.47 48,750,424.06 68,695,174.53 244.43% 

未分配利润 50,655,265.73 -26,762,412.30 23,892,853.43 -52.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 - - -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5,853,271.18 -28,410,312.10 97,442,959.08 -22.57% 

营业收入 131,351,813.75 -17,046,291.76 114,305,521.99 -12.98% 

净利润 22,749,014.84 -8,089,349.55 14,659,665.29 -35.56%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 - - 

少数股东损益 - - - - 

应收账款 64,118,070.88 -9,489,649.32 54,628,421.56 -14.80% 

预付款项 384,587.95 -39,199.99 345,387.96 -10.19% 

存货   28,608,899.64 28,608,899.64  

其他流动资产 12,000,000.00 574,664.37 12,574,664.37 4.7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7,388.28 685,397.26 1,932,785.54 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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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5,405,070.28 3,030,132.98 8,435,203.26 56.06% 

预收款项 4,573,077.48 48,017,778.10 52,590,855.58 1050.01% 

合同负债        

应交税费 7,403,718.30 -5,818,291.27 1,585,427.03 -78.59% 

预计负债   3,520,804.25 3,520,804.25  

盈余公积 7,763,557.30 -1,647,899.80 6,115,657.50 -21.23% 

营业成本 62,798,709.76 -8,243,003.28 54,555,706.48 -13.13% 

信用减值损失 -4,072,470.98 -746,227.21 -4,818,698.19 18.32% 

资产减值损失   0.00    

所得税 3,158,516.47 -1,460,166.14 1,698,350.33 -46.23% 

 

 

项目 

（2018）年 12 月 31 日和（2018）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

例 

资产总计 128,752,347.88 9,048,319.52 137,800,667.40 7.03% 

负债合计 24,256,253.27 29,369,282.07 53,625,535.34 121.08% 

未分配利润 36,754,152.37 -19,481,997.70 17,272,154.67 -53.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 - - -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4,496,094.61 -20,320,962.55 84,175,132.06 -19.45% 

营业收入 111,656,110.25 -10,371,367.02 101,284,743.23 -9.29% 

净利润 31,110,300.61 -8,389,648.52 22,720,652.09 -26.9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 - - - 

少数股东损益 - - - - 

应收账款 55,203,809.10 -10,245,555.04 44,958,254.06 -18.56% 

预付款项 39,951.42 -39,199.99 751.43 -98.12% 

存货   19,133,085.33 19,133,0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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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12,039,948.87 -39,948.87 12,000,000.00 -0.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93,027.74 239,937.69 1,532,965.43 18.56% 

应付账款 2,833,846.94 4,020,825.60 6,854,672.54 141.89% 

预收款项 13,013,647.82 28,446,575.90 41,460,223.72 218.59% 

合同负债   0.00    

应交税费 6,544,238.87 -4,395,420.43 2,148,818.44 -67.16% 

预计负债   1,297,301.00 1,297,301.00  

盈余公积 5,488,655.82 -838,964.85 4,649,690.97 -15.29% 

营业成本 47,055,783.81 -2,997,179.41 44,058,604.40 -6.37% 

信用减值损失   0.00    

资产减值损失 -1,482,811.28 -1,332,333.92 -2,815,145.20 89.85% 

所得税 4,242,208.04 -316,873.01 3,925,335.03 -7.47%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关于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情况专项

说明的专项报告》 

 

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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