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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14 年财政部陆续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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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

权益的披露》，共七项具体会计准则。 

财政部要求上述准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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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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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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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4 项具

体会计准则（38 项具体准则中，剔除本次被替换的 2、9、30、3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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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财政部发



布的 2、9、30、33、39、40、41 号新会计准则。 

4、变更日期：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

（财会[2014]14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持有的对

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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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

计量》处理，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被投资单位名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说明 

长期股权投资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540,000 

原在长期股权

投资科目核算，

追溯调整至可

供出售金融资

产科目。 

长期股权投资 
北京通州国开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9,000 

长期股权投资 
菱重家用空调系统

(上海)有限公司 
4,800 

合计 553,800 

对公司 2013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 2,107,348 -553,800 1,553,54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7,954 536,065 804,019 

对公司 2013 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 14,650,047 -544,800 14,105,24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80,402 527,065 707,467 

 

执行第 2 号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净资

产规模减少 17,735 千元，对净利润、现金流量不会产生影响。 

 



2、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

（财会[2014]7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在资产负债

表中所有者权益类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核算根据其他会计准则规定未在

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在利润表中，应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分为

两类：（1）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2）以后会计

期间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根据此规定，公司

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原列入“资本公积”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重分类至“其他综合收益”，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对公司 2013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资本公积 4,680,916 -1,349 4,679,567 将“其他综合收益”

作为会计报表项目

在资产负债表单独

列示。 

其他综合收益 0 -140,760 -140,760 

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 
-124,374 124,374 0 

（2）对公司 2013 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资本公积 5,065,510 -302 5,065,208 将“其他综合收益”

作为会计报表项目

在资产负债表单独

列示。 

其他综合收益 0 -17,433 -17,433 

（3）对公司 2013 年 1-9 月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3 年 1-9 月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其他综合收

益 
-84,729 11,153 -73,576 

将作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计量的投资公允

减值变动计入利润表其

他综合收益项目。 

 

 



（4）对公司 2013 年 1-9 月母公司利润表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3 年 1-9 月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其他综合收

益 
- 11,153 11,153 

将作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计量的投资公允

减值变动计入利润表其

他综合收益项目。 

 

3、职工薪酬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

会[2014]8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

告中进行相应披露。 

本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4、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通知》

（财会[2014]10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通过投资

方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是否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

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来判断某个被投资方是否

应被合并。 

本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5、公允价值计量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的通知》（财

会[2014]6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修订与公允价值

计量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并在财务报表中对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披露。 

本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6、合营安排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的通知》（财会

[2014]11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

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的会计政策。 

本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7、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的通知》（财会[2014]16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

的披露》。 

本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新

的会计准则能够使得公司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根据 2014 年财政部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

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政策

要求，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