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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五   2022年期间  
      

营业收入 13   5,324,147.45   

减：营业成本    2,404,022.13  

税金及附加 14   842,026.47  

管理费用    34,661.25  

财务费用 15   583,728.46  

其中：利息费用    583,288.62  

利息收入    55.04  

加：其他收益    1,149.42  

信用减值损失    (1,834.29)   

      

营业利润    1,459,024.27   

      

利润总额    1,459,024.27   

减：所得税费用 17   364,756.07   

      

净利润    1,094,268.20   

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额    1,094,268.20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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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期间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一）综合收益总额 - - 1,094,268.20 1,094,268.20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150,000,000.00     34,588,174.80   -     184,588,174.80    

     

二、期末余额   150,000,000.00    34,588,174.80   1,094,268.20     185,682,443.00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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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五   2022年期间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47,868.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43,287.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91,155.2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49,176.89  

 支付的各项税费    784,727.0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94.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34,39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   456,756.43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470,308.8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0,308.85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470,308.85)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23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3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28,732.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28,732.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1,267.80   

       

四、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87,715.3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  

       

五、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   1,387,715.38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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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天津市宝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注册的有

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0,000元。企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120116MA7KCHP927。本公司总部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

科技园聚源路288号14号库。 

 

本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装卸搬运；包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集装箱

维修；集装箱租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包装材料及制

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的母公司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天津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最终母公司

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

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本

财务报表仅供本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之资产评估用途直接相关方使用。因此，财务报表

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2022年7月31日，本公司之流动资产为人民币6,329,238.49元，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80,131,999.15元，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公司宝湾物流控股有限

公司已承诺向本公司及时提供必要的财务支持，使本公司能够在资产负债表日后的十

二个月保持持续经营。并在本公司有能力及在不影响本公司资金流动性状况前提下偿

还原有债务之前，同意不会提出任何偿还该等财务支持的要求。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

营为基础列报。 

 

编制本资产负债表时，除某些金融工具外，均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资产如果发生

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2 年 3 月 18 日（注册成立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止期间的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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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公司管理层确认，本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编制。 

 
1.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本报告会计期间为

2022年3月18日（注册成立日）至2022年7月31日止期间（“2022年期间”）。 

 

2.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明外，均

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是指本公司的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本公

司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

资。 

 

4.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

合同。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 

 

本公司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满足下列条件的，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的一部分，或一组类似金融资产的

一部分），即从其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 

 

（1）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届满；  

（2）  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或在“过手协议”下承担了及时将收取的

现金流量全额支付给第三方的义务；并且（a）实质上转让了金融资产所有权

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或（b）虽然实质上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

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如果金融负债的责任已履行、撤销或届满，则对金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如果现有金

融负债被同一债权人以实质上几乎完全不同条款的另一金融负债所取代，或现有负债

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实质性修改，则此类替换或修改作为终止确认原负债和确认新负债

处理，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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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金融工具（续）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续）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会计进行确认和终止确认。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

产，是指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在法规或通行惯例规定的期限内收取或交付金融资

产。交易日，是指本公司承诺买入或卖出金融资产的日期。 

 

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 

 

本公司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根据本公司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

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取决于其分类：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务工具投资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管理该金融资产

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

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此类金融资产

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入，其终止确认、修改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

当期损益。 

 

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 

 

本公司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取决于其分类：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对于此类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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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金融工具（续） 

 

金融工具减值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并确认损

失准备。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

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上述采用简化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

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处于第

一阶段，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并按照

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

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计量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如果初始确认后发生信用

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

失准备，并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相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

加。本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者具有相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通过

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

定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的变化情况。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只具有较低信

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公司假设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 

 

当对金融资产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时，该金融资产

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当本公司不再合理预期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时，本公司直接减

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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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5. 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已出

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与该资

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则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否则，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预计使用寿命、

净残值率及年折旧率列示如下：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40年   5.00   2.38-4.75  

土地使用权  49-50年   5.00   1.90-1.94  
 

6.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才

予以确认。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符合该确认条件的，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并

终止确认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否则，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购置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使

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项资产的其他支出。固定资

产的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及年折旧率

如下：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3年-40年   5.00   2.38-31.67  

机器设备  5年-10年   5.00   9.50-19.00  

运输工具  5年-10年   5.00   9.50-19.00  

办公设备  3年-5年   5.00   19.00-31.67  

其他设备  2年-10年   5.00   9.50-47.50  
 

本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

核，必要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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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7.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成本按实际工程支出确定，包括在建期间发生的各项必要工程支出、工程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等。 

 

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转入固定资产及投资性房地产。 

 

8.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才

予以确认，并以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无形资产，其

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即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无形资产按照其能为本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确定使用寿命，无法预见其为本公司

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作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各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如下： 

 

  使用寿命   

    

土地使用权  49年    

软件  3年-10年  
 

本公司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作为无形资产核算。自行开发建造厂房等建筑物，相

关的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分别作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核算。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其使用寿命内采用直线法摊销。本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

终了，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调

整。 

 

9. 借款费用 

 

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借款费用，予以资本化，其他

借款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

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

资产。 

 

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开始资本化： 

 

（1） 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2） 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3） 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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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9. 借款费用（续） 

 

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用停

止资本化。之后发生的借款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1） 专门借款以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暂时性的存款利息收入或投资收益

后的金额确定； 

（2） 占用的一般借款，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除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

态必要的程序之外的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3个月的，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

化。在中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建或者生

产活动重新开始。 
 

10.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指本集团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除股份支付以

外]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

期职工福利。本集团提供给职工配偶、子女、受赡养人、已故员工遗属及其他受益人

等的福利，也属于职工薪酬。 

 

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划） 

 

本公司的职工参加由当地政府管理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还参加了企业年金，相应

支出在发生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辞退福利 

 

本集团向职工提供辞退福利的，在下列两者孰早日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

债，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

辞退福利时；企业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 
 

11. 资产减值 

 

对除递延所得税资产、金融资产外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本公司将

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于每年末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尚未达到可使

用状态的无形资产，也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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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11. 资产减值（续）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

现金流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者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

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12. 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

入。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或该服务的提供并从

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提供服务合同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提供服务合同通常包含物业服务、仓储堆存服务等履约义务，由

于本公司履约的同时客户即取得并消耗本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本公司将其作

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

除外。本公司按照投入法确定提供服务的履约进度。对于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

本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

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13. 合同负债 

 

本公司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是指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的义务，如企业在转让

承诺的商品或服务之前已收取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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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14.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在能够满足其所附的条件并且能够收到时，予以确认。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

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

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

偿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

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

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但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

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

期的损益。 

 

15. 所得税 

 

所得税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除由于企业合并产生的调整商誉，或与直接计

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关的计入所有者权益外，均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

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于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预期

应交纳或返还的所得税金额计量。 

 

本公司根据资产与负债于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异，以

及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但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项目的账面价值与计

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产生的暂时性差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计提递延所得税。 

 

各种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均据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除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在以

下交易中产生的：商誉的初始确认，或者具有以下特征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

初始确认：该交易不是企业合并，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

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本公司以很可

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

限，确认由此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除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在以下交易中产生

的：该交易不是企业合并，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或可抵扣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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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15. 所得税（续）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依据税法规定，按

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并反映资产负债表日预期收回

资产或清偿负债方式的所得税影响。 

 

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

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减记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账面价值。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重新评估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很可

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供所有或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的限度内，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拥有

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应纳税主体征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对不同的纳

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转回的期

间内，涉及的纳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或是同时取

得资产、清偿债务。 

 

16. 租赁 

 

在合同开始日，本公司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如果合同中一方让渡了在

一定期间内控制一项或多项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以换取对价，则该合同为租赁或者

包含租赁。 

 

作为出租人 

 

租赁开始日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为融资

租赁，除此之外的均为经营租赁。合同中同时包含租赁和非租赁部分的，本公司按照

各部分单独价格的相对比例分摊合同对价。 
 

作为经营租赁出租人 
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入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直线法确认为当期损益，未计入租赁收款

额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初始直接费用资本化，在租赁期内

按照与租金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进行分摊，分期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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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17. 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 

 

编制财务报表要求管理层作出判断、估计和假设，这些判断、估计和假设会影响收

入、费用、资产和负债的列报金额及其披露，以及资产负债表日或有负债的披露。这

些假设和估计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结果可能造成对未来受影响的资产或负债的账面金

额进行重大调整。 

 

判断 

 

在应用本公司的会计政策的过程中，管理层作出了以下对财务报表所确认的金额具有

重大影响的判断： 

 

经营租赁——作为出租人 

本公司就投资性房地产签订了租赁合同。本公司认为，根据租赁合同的条款，本公司

保留了这些房地产所有权上的全部重大风险和报酬，因此作为经营租赁处理。 

 

业务模式 

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的分类取决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在判断业务模

式时，本公司考虑包括企业评价和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金融资产业绩的方式、影响金

融资产业绩的风险及其管理方式以及相关业务管理人员获得报酬的方式等。在评估是

否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时，本公司需要对金融资产到期日前的出售原因、时

间、频率和价值等进行分析判断。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的分类取决于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需要判断合同现

金流量是否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时，包含对货币时间价值

的修正进行评估时，需要判断与基准现金流量相比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对包含提前还

款特征的金融资产，需要判断提前还款特征的公允价值是否非常小等。 

 

折旧和摊销 

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在考虑其残值后，在使用寿命内按直线

法摊销。本公司定期复核使用寿命，以决定将计入每个报告期的摊销费用数额。使用

寿命是本公司根据对同类资产的以往经验并结合预期的技术更新而确定的。如果以前

的估计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在未来期间对摊销费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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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17. 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续） 

 

估计的不确定性 

 

以下为于资产负债表日有关未来的关键假设以及估计不确定性的其他关键来源，可能

会导致未来会计期间资产和负债账面金额重大调整。 

 

金融工具减值 

本公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金融工具的减值进行评估，应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需

要做出重大判断和估计，需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在做出

这些判断和估计时，本公司根据历史还款数据结合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指标、行业风

险等因素推断债务人信用风险的预期变动。不同的估计可能会影响减值准备的计提，

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可能并不等于未来实际的减值损失金额。 

 

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减值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判断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

迹象。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除每年进行的减值测试外，当其存在减值迹象

时，也进行减值测试。其他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当存在迹象表明其账面金

额不可收回时，进行减值测试。当资产或资产组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即公允

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中的较高者，表明发生了减

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参考公平交易中类似资产的销售协议价格或可

观察到的市场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的增量成本确定。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时，管理层必须估计该项资产或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并选择恰当的折

现率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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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税项 

 

本公司本期间主要税项及其税率列示如下： 

 

增值税 - 应税收入按13%、9%和6%的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

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7%计缴。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3%计缴。  

    

地方教育费附加 -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2%计缴。  

    

企业所得税 -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25%计缴。  

    

城镇土地使用税 - 根据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按人民币1.50元计缴。  

    

房产税 -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30%后余值的1.2%计缴；从

租计征的，按租金收入的12%计缴。 

 

 
 

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2022年7月31日 

   

银行存款  1,387,715.38  

 

2. 应收账款 

 
  2022年7月31日   

    

1年以内  4,701,360.51  

    

减：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834.29  
     

  4,699,5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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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3. 投资性房地产 

 

2022 年期间 

 房屋及建筑物  土地使用权  合计 

      

原价      

所有者投入 96,560,889.58   95,665,311.07   192,226,200.65  

      

期末余额 96,560,889.58   95,665,311.07   192,226,200.65  

      

累计折旧和摊销      

期初余额 -  -  - 

计提 411,603.22  451,251.47  862,854.69 

      

期末余额 411,603.22  451,251.47  862,854.69 

      

账面价值      

期末 96,149,286.36   95,214,059.60   191,363,345.96  

 

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所有权受到限制的投资性房地产。 

 

4. 固定资产 

 

2022 年期间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其他设备     合计   

                 

原价                 

所有者投入  62,947,895.95   557,643.12   36,865.05   105,815.47   63,648,219.59  

购置  -   -   -   16,898.23    16,898.23   

                

期末余额   62,947,895.95   557,643.12   36,865.05   122,713.70    63,665,117.82   

                 

累计折旧                 

期初余额  -   -   -   -   -  

计提  358,636.78   3,642.18   915.15   1,709.19   364,903.30  

期末余额   358,636.78   3,642.18   915.15   1,709.19   364,903.30  

                 

账面价值                 

期末   62,589,259.17    554,000.94    35,949.90    121,004.51    63,300,214.52   

 

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所有权受到限制的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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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5. 在建工程 

 

  2022年7月31日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物流园工程  1,230,845.89   -   1,230,845.89  

 

6. 无形资产 

 

2022年期间 

  土地使用权   软件   合计  

          

原价          

所有者投入  3,739,699.76   66,077.06   3,805,776.82  

          

期末余额  3,739,699.76   66,077.06   3,805,776.82  

          

累计摊销          

期初余额  -   -   -  

计提  17,640.09   1,362.42   19,002.51  

          

期末余额  17,640.09   1,362.42   19,002.51  

          

账面价值          

期末  3,722,059.67   64,714.64   3,786,774.31  

 

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所有权受到限制的无形资产。  



 

 
天津市宝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22年期间 人民币元 

24 

 
 

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7. 应付职工薪酬 

 
     2022年7月31日   2022年7月31日  

     应付金额   未付金额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19,241.58   5,368.08  

职工福利费     55.00   -  

社会保险费     1,496.76     

  其中：医疗保险费     1,379.50   -  

        工伤保险费     48.28   -  

        生育保险费     68.98   -  

住房公积金     1,368.00   -  

          

     22,161.34   5,368.08  

          

设定提存计划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费     2,207.20   -  

        失业保险费     48.28   -  

        企业年金缴费     821.74   -  

 

     25,238.56   5,368.08 

 

8. 应交税费 

 

  2022年7月31日 

   

增值税  409,850.41 

城市维护建设税  28,964.98 

房产税  220,000.00 

所得税  112,873.45 

其他  60,229.82 

   

  831,918.66 

 
 

9. 其他应付款 

 

  2022年7月31日 

   

保证金及押金  4,666,349.40  

关联方往来  74,276,551.34 

其他  262,986.67  

   

  79,205,8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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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10. 实收资本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2022年7月31日 

   人民币   比例（%） 

       

天津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100.00 

 
注：2022 年期间，天津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宝湾”）以货币资金

出资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100,000.00 元，并以其持有的位于天津宝湾物流园区（以下简

称“基础设施资产”）截至 2022 年 6 月 12 日的净资产人民币 184,488,174.80 元对本公

司进行增资，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149,900,000.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34,588,174.80 元。 

 

11. 资本公积 

 

2022 年期间  
  资本溢价     

     

期初余额  -   

所有者增资  34,588,174.80   

     

期末余额  34,588,174.80   

 
注：2022 年期间，天津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宝湾”）以货币资金

出资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100,000.00 元，并以其持有的位于天津宝湾物流园区（以下简

称“基础设施资产”）截至 2022 年 6 月 12 日的净资产人民币 184,488,174.80 元对本公

司进行增资，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149,900,000.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34,588,174.80 元。 

 
12. 未分配利润 

 
 

 2022年期间     

     

期初未分配利润  -   
     

净利润  1,094,268.20   

     

期末余额  1,094,2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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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13. 营业收入 

  2022年期间 

   

主营业务收入  5,324,147.45  

 
营业收入列示如下：   
   

  2022年期间 

   

租赁收入  3,989,316.89 

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  1,334,830.56 

   

  5,324,147.45 

 
与客户之间合同产生的营业收入分解情况如下： 

   

  2022年期间 

   

主营经营地区   

中国大陆  1,334,830.56 

 
主要服务类型   

提供劳务  1,334,830.56 

 
收入确认时间   

在某一时段内确认收入  1,334,830.56 

 

14. 税金及附加 

 

  2022年期间 

   

房产税  473,884.36 

印花税  238,897.50 

土地使用税  80,062.56 

城市维护建设税  28,689.53 

其他  20,492.52 

   

  842,0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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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15. 财务费用 

 

  2022年期间 

   

利息支出  583,288.62 

减：利息收入  55.04 

手续费  494.88 

   

  583,728.46 

 

16. 费用按性质分类 

 

本公司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按照性质分类的补充资料如下： 

 

  2022年期间 

   

折旧和摊销  1,246,760.50 

租赁费  1,065,031.71 

咨询费  75,471.70 

职工薪酬  25,259.26 

其他  26,160.21 

   

  2,438,683.38 

 

17. 所得税费用 

 

  2022年期间 

   

当期所得税费用  364,756.07 

 

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的关系列示如下： 

  

  2022年期间 

   

利润总额  1,459,024.27 

   

按法定或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364,756.07 

   

按本公司实际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364,7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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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18.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022年期间   

      

净利润   1,094,268.20   
     

加：信用减值损失   1,834.29   

固定资产折旧   364,903.30  

无形资产摊销   19,002.51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及摊销   862,854.69  

财务费用   583,288.62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   (4,943,357.4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2,473,962.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6,756.43   

 

1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022年7月31日   

     

现金     

其中：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1,387,715.3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87,715.38  

 
     2022年期间   

      

现金的期末余额   1,387,715.38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87,715.38  

  



 

 
天津市宝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22年期间 人民币元 

29 

 
 

六、 金融工具及其风险 

 

1. 金融工具分类 

 

资产负债表日的各类金融工具的账面价值如下： 

 

2022年7月31日 

 

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  

    

货币资金  1,387,715.38   

应收账款  4,699,526.22  

    

  6,087,241.60    

 

金融负债 

 

 
 

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负债  

    

应付账款  86,742.00  

其他应付款  79,205,887.41  

    

  79,292,6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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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金融工具及其风险（续） 

 

2. 金融工具风险 

 

本公司的金融工具导致的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市场风险。本公司对此

的风险管理政策概述如下。 

 

信用风险 

 

按照本公司的政策，需在接受新客户时评价信用风险，并对单个客户信用风险敞口设

定限额。在本公司内不存在重大信用风险集中。 

 

本公司各项金融资产的最大信用风险敞口等于其账面金额。 

 

流动性风险 

 

本公司的目标是保持充足的资金和信用额度以满足流动性要求。本公司通过经营和借

款等产生的资金为经营融资。 

 

本公司的金融负债按未折现的合同现金流量所作的到期期限均为一年以内。 

 
市场风险 

 

利率风险 

 

于2022年7月31日，货币资金属于按浮动利率计息的金融工具，本公司认为相关利率

风险不重大。 

 

汇率风险 

 

由于本公司并无以记账本位币以外的货币进行的销售或采购，因此并无重大汇率风

险。 

 
 

七、 公允价值 

 

1.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管理层已经评估了货币资金和其他应付款等，因剩余期限不长，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

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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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 关联方的认定标准 

 

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

控制、共同控制，构成关联方。 

 

下列各方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1）  本公司的母公司；  

（2）  本公司的子公司  

（3）  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4）  对本公司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5）  对本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6）  本公司的合营企业；  

（7）  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8）  本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9）  本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或母公司关键管理人员，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  

（10）  本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

同控制的其他企业；  

（11）  本公司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

营企业；  

（12）  对本公司实施共同控制的企业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13）  对本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的合营企业；  

（14）  本公司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2. 母公司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对本公司持

股比例

（%）   

对本公司表

决权比例

（%）   

注册资本人民币

（元）  
                

天津宝湾国

际物流有

限公司  中国天津   

仓储、租

赁及运输

代理服务   100.00   100.00   150,000,000.00  
 

本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为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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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3. 其他关联方 

 

关联公司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宝冷供应链（天津）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天津滨港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成都宝湾物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4.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2022年7月31日   

        

应收账款        

宝冷供应链（天津）有限公司     136,538.38   

 
 

     2022年7月31日   

        

应付账款        

天津滨港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86,742.00   

 
 

     2022年7月31日   

        

其他应付款        

成都宝湾物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036.69   

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73,542,211.61   

天津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715,303.04    

        

     74,276,551.34     

 

除其他应付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款项按照 4.90%计息外，其他应付款项均不计息，

无抵押，无固定还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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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租赁 

 

1. 作为出租人 

 

本公司将部分房屋及建筑物用于出租，租赁期为 1-3 年，形成经营租赁。根据租赁合

同，每年需根据市场租金状况对租金进行调整。2022 年本公司由于房屋及建筑物租赁

产生的收入为人民币 3,989,316.89 元，参见附注五、13。租出房屋及建筑物列示于投

资性房地产，参见附注五、3。 

 

根据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可撤销租赁的最低租赁收款额如下： 

 

       2022年期间   

             

1年以内（含1年）            22,979,510.69    

1年至2年（含2年）              8,710,815.53    

2年至3年（含3年）            11,244,148.00    

3年至4年（含4年）             4,158,812.04   

4年至5年（含5年）             3,192,896.71   

5年以上             1,266,483.03    

         

      51,552,666.01   

 

2. 作为承租人 

 

本公司承租的租赁资产为房屋及建筑物，房屋及建筑物的租赁期通常为 1-4 个月。短

期租赁本公司采用简化处理。 

 
 

十、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全体董事于2022年8月5日决议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