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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桂东电力            股票代码：600310          编号：临 2015-057 

债券简称：11 桂东 01           债券代码：122138 

债券简称：11 桂东 02           债券代码：122145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将增加公司 2014 年度应交税费 46,432,038.62 元，减少 2014

年度净利润 46,432,038.62 元。 

 

一、会计差错更正概述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不含纳入合并报表的下属子公司，

下同）在 2014 年度财务决算中，根据有关文件规定，企业所得税按照 15%的优惠税率预

提预缴。2015 年 5 月 27 日，贺州市地税局下发了《不予享受税收优惠决定书》，认为

公司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达不到 70%，不符合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条件，应按 25%的税率缴交企业所得税。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在 2014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自行申报中，改按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申报 2014 年度企业所

得税，公司 2014 年度企业所得税因此增加了 46,432,038.62 元，本公司针对该事项采

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调整了 2014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数据。 

公司事前就会计差错更正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沟通并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公司

三位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核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4 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二、 会计差错更正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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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税法相关文件的理解与当地主管税务机关不一致 

（1）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的条件 

2011 年，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

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 号），明确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

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

的企业，经企业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可减按 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年

度汇算清缴时，其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应按税

法规定的税率计算申报并进行汇算清缴。 

2012 年 4 月 6 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

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2 号），规定“企业主营业务属于《西

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范围的，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可按照 15％税率预缴企业所得

税” 。 

根据上述规定西部企业要享受低税率优惠，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必须具

备前提条件：即以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并且主营业务的收入占企业总收入

70%以上。 

2012 年 1 月 10 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审核出具了桂工信政法

确认函[2012]1 号，确认本公司“水力发电”和“电网改造与建设”符合国家鼓励类产

业产品技术项目目录。 

（2）公司 2014 年总收入和电力主营业务收入实际情况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仍是电力业务，属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公司按《企业所得

税法》第六条规定的口径和税法优于会计规定的原则将 2014 年会计报表中的营业收入

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总收入为 179,050.35 万元，其中电力主营业务收入为 125,660.30

万元（含电价补贴收入、各项政府基金和政策性收费、电力子公司分红以及利息收入等），

占总收入比例为 70.18%，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条件，可以按 15%税率缴纳所得

税。 

对电力主营业务收入进行上述调整的原因是：一方面，电价补贴收入、各项政府基

金和政策性收费、电力子公司分红以及利息收入都是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所述收入的组

成部分，同时公司的电力业务是它们唯一赖以存在和发生的基础和平台，因此它们是电

力业务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其列入电力主营业务收入范畴之中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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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2 号和 2015 年第 14 号都有“对设在西部地区

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当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的企业”的规定，可见该税收优惠政策中的主营、非主营之

分应为鼓励类与非鼓励类的产业之分，只要是来自于鼓励类产业并且属于税法上的收入

都可划分为主营业务收入，而不能仅仅因为在会计核算中没有将它们列为主管业务收入

甚至不列为收入就将它们排除在外，否则就会造成分子、分母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不配

比，这样得出的统计结果也会显得不合理、不公平。 

（3）贺州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不予认可的地方 

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贺州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以下简称“当地主管税务机关”）

认为公司 “电力子公司分红”（税局认定电力子公司已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所得税优惠，

母公司收到分红不能加计）和“利息收入”两项不属于主营业务收入，不予调整到主营

业务收入的认可，致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额比例降至 66.57%，故达不到规定的 70%标

准。 

2、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对税收优惠的认定时间迟于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间 

（1）公司 2014 年年报披露时间 

根据国税总局公告的规定及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相关批文，公司主营业务属于《西

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范围，可按照 15％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2011-2013 年，公司

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均符合相关规定，享受西部大开发鼓励类产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按照 15%的优惠税率缴交企业所得税。 

根据公司 2014 年总收入和电力主营业务收入实际情况，公司认为 2014 年度符合享

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的各项条件，因此在 2014 年度财务决算中，企业所得税按照 15%

的优惠税率预提预缴，并以此为基础编制了 2014 年年度报告，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对

外公告。 

（2）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对税收优惠认定时间 

根据《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纳税人于年度终了后五个月内

以财务报表为基础，自行进行税收纳税调整并填写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向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年度纳税申报。 

公司历年来都是在披露年度报告后于四月下旬主动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当地主管税务机关一般是于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给予批复确

认，如公司 2013 年 5 月 30 日收到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对 2012 年度享受税收优惠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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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2013 年第 29 号），2014 年 6 月 3 日收到对 2013 年度享受税收优惠的确认书（2014

年第 10 号），2015 年 5 月 27 日收到对 2014 年度不予享受税收优惠的决定书（贺州地税

直属所得审字[2015]1 号）。 

综上，由于对于税法相关文件的理解和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存在不一致以及税务机关

对税收优惠认定时间迟于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间，致使公司需对 2014 年度所得税税率

由 15%调整为 25%重新计算，补缴相应税款，并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追溯调整 2014 年度相

关财务数据。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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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补税

等事项按追溯重述法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调整了 2014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调整前后

报表数据对照如下： 

1、对 201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影响 

                                                                      单位：元 

项目 追溯重述前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 

应交税费 64,117,453.66 46,432,038.62 110,549,492.28

盈余公积 125,258,034.50 -4,643,203.86 120,614,830.64

未分配利润 170,174,348.29 -41,788,834.76 128,385,513.53

所得税费用 89,642,089.08 46,432,038.62 136,074,127.70

净利润 42,229,938.57 -46,432,038.62 -4,202,100.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325,638.63 -46,432,038.62 -8,106,399.99

综合收益总额 604,980,507.54 -46,432,038.62 558,548,468.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01,076,207.60 -46,432,038.62 554,644,168.98

2、对 2014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影响 

  单位：元 

项目 追溯重述前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 

应交税费     57,411,404.96    46,432,038.62      103,843,443.58 

盈余公积    124,176,332.45    -4,643,203.86      119,533,128.59 

未分配利润    401,351,367.97   -41,788,834.76      359,562,533.21 

所得税费用     66,835,656.24    46,432,038.62      113,267,694.86 

净利润    432,780,580.18   -46,432,038.62      386,348,541.56 

综合收益总额    995,531,149.15   -46,432,038.62      949,099,110.53 

（三）对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项目 追溯重述前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89 -0.1683  -0.02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533 -0.1683  -1.62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     -1.31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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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1     -1.39        -12.70 

（四）本次会计差错是由于公司对税法相关文件的理解与当地主管税务机关不一致

以及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对税收优惠的认定时间迟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所致，

所以不存在相关规定中需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是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2014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符合公司及

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

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内容、相关

的会计处理、补税事项更正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出具了《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情况专项说明》，认为公司对上述差错更正事

项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 

四、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3、六届八次监事会决议； 

4、会计师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