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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雷博律华审字(2015)第 074 号 

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会计报表，

包括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4 年度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和现金流量表。 

 
一、管理层对会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

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

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

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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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

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

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

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

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

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

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人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2所述，贵公司截至2014年12
月31日止累计亏损为23,179,541.01元，致使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达

22,191,487.53元，所有者亏损达到20,311,561.46元。贵公司的母公司已确认

将继续支持贵公司经营上所需要的资金。本段内容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 

 

 

 

 
雷博律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 • 北京 

2015 年 3 月 27 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 
 

 
———————— 
 



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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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 7,411,340.10 4,717,387.20
应收账款 6,17(5)(i) 32,922,213.83 34,196,696.07
其他应收款 7,17(5)(ii) 1,861,971.23 1,837,519.42
预付账款  800.00 800.00
待摊费用  123,805.04 161,959.37
流动资产合计  42,320,130.20 40,914,362.06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 原价  2,640,539.65 2,626,010.65
减：累计折旧  (1,774,029.99) (1,535,108.35)
固定资产 - 净额 8 866,509.66 1,090,902.30
无形资产 9 9,244.34 13,511.01
长期待摊费用 10 1,004,172.07 1,341,705.6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79,926.07 2,446,118.97
资产总计  44,200,056.27 43,360,481.03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17(5)(iii) 46,763,307.50 54,206,253.52
预收账款 17(5)(v) 9,617,432.79 9,582,790.99
应付工资  4,164,318.84 2,984,641.72
应交税金 11 279,016.09 697,559.92
其他应付款 17(5)(iv) 3,516,534.01 1,791,584.88
预提费用  171,008.50 150,544.54
流动负债合计  64,511,617.73 69,413,375.57
负债合计  64,511,617.73 69,413,375.57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2014:250,000 美元；

2013:250,000 美元)    12 1,929,450.00 1,929,450.00
其中：外方投资(2014:250,000 美元；

2013:250,000 美元)   1,929,450.00 1,929,450.00
盈余公积  938,529.55 938,529.55
未分配利润 13 (23,179,541.01) (28,920,874.0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311,561.46) (26,052,894.54)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44,200,056.27 43,360,481.03

 
 
后附会计报表附注为会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负责人:    朱斌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Aravindan Chattalur Raghunathan                    



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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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4 57,279,840.40 37,942,474.94
减：主营业务成本  25,194,257.47 32,995,942.63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83,686.27 353,877.26
主营业务利润  31,701,896.66 4,592,655.05

   
减：销售费用  11,641,382.50 19,806,987.42

 管理费用  14,405,629.65 18,586,458.09
 财务费用 - 净额 16 (1,519.32) (807,433.65)

营业(亏损)/利润  5,656,403.83 (32,993,356.81)
   
加：营业外收入  84,929.25 6,300.00
减：营业外支出  - 2,853,103.79
利润(亏损)/总额  5,741,333.08 (35,840,160.60)
   
减：所得税 4(a) - -
净(亏损)/利润  5,741,333.08 (35,840,160.60)

 
 
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益 - -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 -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减少)利润/(亏损)总额 - -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减少)利润/(亏损)总额 - -
5.债务重组损失 - -
6.其他 - -
 
 
后附会计报表附注为会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负责人:   朱斌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Aravindan Chattalur Raghunathan                     
 
 
 



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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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实收资本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2013 年 1 月 1 日  1,929,450.00 938,529.55 6,919,286.51 9,787,266.06
   
净亏损 13 - - (35,840,160.60) (35,840,160.60)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929,450.00 938,529.55 (28,920,874.09) (26,052,894.54)
   
净利润 13 - - 5,741,333.08 5,741,333.08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929,450.00 938,529.55 (23,179,541.01) (20,311,561.46)

 
 
后附会计报表附注为会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负责人:  朱斌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Aravindan Chattalur Raghunathan                       

 
 



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现金流量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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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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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6,318.45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9,032.75
现金流入小计 61,115,351.2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1,446,520.5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4,066,188.58)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5,907.3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68,252.85)
现金流出小计 (58,406,86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8,4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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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支付的现金 (14,529.00)
现金流出小计 (14,529.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29.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额 2,693,952.90

  
  

补充资料 
 
1、将净亏损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5,741,333.08
调整：        固定资产折旧 238,921.64

无形资产摊销 4,266.67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337,533.60
待摊费用摊销 38,154.33
预提费用增加 20,463.97
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 1,250,030.42
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 (4,922,221.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8,481.90

  
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年末余额 7,411,340.10
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年初余额 4,717,387.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93,952.90

 
后附会计报表附注为会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负责人:   朱斌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Aravindan Chattalur Raghunathan                              
 



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会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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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的一般情况及业务活动 
 

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是由在澳大利亚注册的塔
塔咨询服务金融解决方案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曾用名：澳大利亚金融网
络服务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投资建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本公
司经批准的经营期限 30 年，注册资本金为 250,000 美元。 

 
本公司经批准的经营范围为：研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
技术咨询；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 

 
2 会计报表编制基础 
 

本会计报表按照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编制。 
 
贵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计亏损为 23,179,541.01 元，致使流动负
债超过流动资产达 22,191,487.53 元，所有者亏损达到 20,311,561.46 元。贵
公司的母公司塔塔咨询服务金融解决方案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已确认将继
续支持贵公司经营上所需要的资金，所以贵公司财务报表仍然在持续经营的
基础上编制。 
 

3 主要会计政策 
 
(a) 会计年度 
 

本公司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b)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c)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公司的记账基础为权责发生制。资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入账；如果以后
发生减值，则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d) 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除外币资本的核算外，外币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汇
率(“基准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入账。于资产负债表日以外币为单位的货币性
资产和负债，按该日的基准汇率折算为人民币，所产生的折算差额除了固定
资产购建期间专门外币资金借款产生的汇兑损益按资本化的原则处理外，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 
 
外币资本按资本金实际投入当日的基准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入账。 
 
 
 
 



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会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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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e)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列示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是指库存现金及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

价物是指持有的不超过 3 个月、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及价值

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f) 应收款项及坏账准备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对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采用备

抵法核算。应收款项以实际发生额减去坏账准备后的净额列示。 
 
本公司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可收回性作出评估后计提专项坏账准备。 
 
对于有确凿证据表明应收款项确实无法收回时，如债务人破产、死亡或者逾

期未履行偿债义务，并且有明显特征表明确实不能收回的款项，确认为坏

账，并冲销已提取的相应坏账准备。 
 

(g) 固定资产和折旧 
 

固定资产是指为提供服务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期限在 1 年以上且单位   
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购置或新建的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成本作为入账价值。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按固定资产原值减去预计净残值后在估计可使

用年限内计提。对计提了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则在未来期间按扣减减值准

备后的账面价值及尚可使用年限确定折旧额。 
 
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净残值率及年折旧率列示如下： 

 
 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设备 4-10 年 0%-10% 9%-25%
办公家具 5 年 0% 20%
 
固定资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

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或支出。 

 

固定资产的修理及维护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费用。固定资产的重大改

建、扩建、改良及装修等后续支出，在使该固定资产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

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时，予以资本化；重大改建、扩建及改良等后续支出按

直线法于固定资产尚可使用期间内计提折旧，装修支出按直线法在预计受益

期间内计提折旧。 



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会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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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h) 无形资产 
 

 本公司无形资产为外购软件，按取得时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实际成本。 
          无形资产成本按直线法摊销，摊销期限按估计受益期间 5 年确定。 
 

(i)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为固定资产改良支出，按预计受益期限分期平均摊销。 
 

(j) 资产减值 
 

除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已在相关的会计政策中说明外，其余资产项

目如果有迹象或环境变化显示其单项资产账面价值可能超过其可收回金额

时，将对该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该单项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

额，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 
 
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指其销售净价与其使用价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销

售净价是指在熟悉交易情况的交易各方之间自愿进行的公平交易中，通过销

售该项资产而取得的收入扣除处置费用后的金额。使用价值指预期从资产的

持续使用和使用寿命结束时的处置中形成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如果有迹象表明以前期间据以计提资产减值的各种因素发生变化，使得该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大于其账面价值，以前期间已确认的减值准备予以转回，转

回后该资产的账面价值不超过不考虑减值因素情况下计算的资产账面净值。 
 

(k) 预计负债 
 
因产品质量保证、对外提供担保、未决诉讼等事项而形成的某些现时义务，

且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在该支出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时，确认为预计负债。 
 

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并适当调整，以反映当前

的最佳估计数。 
 

(l) 收入确认 
 

本公司的收入主要为产品专利权许可和提供劳务。 
           

在已与客户签订软件许可合同，将产品使用专利权转移给购货方，与交易相

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公司，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销售

收入的实现。 
 

 



北京金迅融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会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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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在提供劳务交易的总收入和总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劳务的完成程度能够可靠地确定时，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

收入。 
 
利息收入按存款的存续期间和实际收益率计算确认。 

 
(m) 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按直线法确认为期间费用。 
 
(n) 职工社会保障及福利 
 

本公司的在职职工参加由政府机构设立及管理的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

老及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除此以外，本公司并无其

他重大职工福利承诺。 
 

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且在不超过规定上限的基础上

提取保险费及公积金，并向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缴纳，相应的支出计入当期

成本或费用。保险费及公积金的提取比例如下： 

 
 计提比例
 
基本养老保险 20%
基本住房公积金 12%
基本医疗保险 10%
失业保险 1.0%
工伤保险                                                                        0.3%
生育保险                                                    0.8%

 
(o) 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对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采用应付税款法，当期所得税费用按当期应

纳税所得额及税率计算确认。 
 

4 主要税项 
 
(a) 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所得税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适用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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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税项（续） 
 
(b) 增值税 
 

本公司的产品销售业务适用增值税，其中内销产品销项税率为 17%。2012 年

9 月起与技术服务相关的收入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6%。 
 

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 (商品、运费)等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销

项税。增值税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减当期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余

额。 
 
(c) 营业税 
 

本公司 2012 年 1 月至 8 月与技术服务相关的收入适用营业税，税率为 5%。 
 

(d) 城市维护建设税 

 
本公司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公司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税

率为 7%。 
 

(e)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本公司的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以公司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为

计税依据，费率分别为 3%和 2%。 
 
5 货币资金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现金 29,349.24 12,278.33
银行存款 7,381,990.86 4,705,108.87

 7,411,340.10 4,717,3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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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32,922,213.83 34,196,696.07

 
应收账款账龄及相应的坏账准备分析如下：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账龄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31,141,370.64 94.59% - 29,834,542.67 87.24% -
1 至 2 年 210,954.10 0.64% - 4,362,153.40 12.76% -
2 年以上 1,569,889.09 4.77% - - - -
 32,922,213.83 100.00% - 34,196,696.07 100.00% -

 
7 其他应收款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1,861,971.23 1,837,519.42

 
其他应收款账龄及相应的坏账准备分析如下：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账龄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151,500.00 8.14% - 174,712.16 9.51% - 
1 至 2 年 107,268.97 5.76% - 639,267.52 34.79% - 
2 年以上 1,603,202.26 86.10% - 1,023,539.74 55.70% - 
 1,861,971.23 100.00% - 1,837,519.42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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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固定资产  
 

         办公设备        办公家具 合计

    

原价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200,211.14 425,799.51 2,626,010.65
本年增加 13,130.00 1,399.00 14,529.00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213,341.14 427,198.51 2,640,539.65

   
累计折旧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416,687.34) (118,421.01) (1,535,108.35)
本年计提 (187,627.36) (51,294.28) (238,921.64)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604,314.70) (169,715.29) (1,774,029.99)

   
净额  
  
2014 年 12 月 31 日 609,026.44 257,483.22 866,509.66

  

2013 年 12 月 31 日 783,523.80 307,378.50 1,090,902.30

 
9 无形资产 

 
软件

原值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1,333.33
本年增加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1,333.33
 
累计摊销  
  

2013 年 12 月 31 日 (7,822.32)
本年增加 (4,266.67)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2,088.99)
 
净额  

  
2014 年 12 月 31 日 9,244.34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3,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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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长期待摊费用 
 

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年初余额 1,341,705.66
本年增加 -
本年摊销 (337,533.60)
年末余额 1,004,172.07

 
11 应交税金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企业所得税 (1,050,615.96) (1,050,615.96)
增值税 1,125,823.76 1,607,964.35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203,808.29 140,211.53
 279,016.09 697,559.92

 
12 实收资本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美元 美元

塔塔咨询服务金融解决方案澳大

利亚私人有限公司 250,000.00 250,000.00 
 

上述实收资本已由北京中平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 [2007] 
中平建验报 390 号验资报告。 

 
13 未分配利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年初未分配利润 (28,920,874.09) 6,919,286.51
加：本年净亏损 5,741,333.08 (35,840,160.60)
年末可供分配的利润 (23,179,541.01) (28,920,874.09)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
 
年末未分配利润 (23,179,541.01) (28,920,8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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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营业务收入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提供服务 54,848,045.12 37,942,474.94
软件许可转让 2,431,795.28 -
 57,279,840.40 37,942,474.94

 
15 职工成本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工资 28,474,618.83 32,882,643.67
养老保险 2,762,722.75 2,735,070.04
住房公积金 1,332,570.36 1,262,990.36
医疗保险 1,358,724.37 1,351,153.77
失业保险 150,456.66 148,004.66
工伤保险 50,121.10 49,789.62
生育保险 110,213.01 100,130.42
其他福利费用 1,137,198.63 1,043,323.76

 35,376,625.71 39,573,106.30
 
16 财务费用/（收益）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利息收入 (24,103.50) (68,632.29)
银行手续费 5,757.65 4,314.76
汇兑损失/(收益) 16,826.53 (743,116.12)
 (1,519.32) (807,433.65)

 
17 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 
 
(1)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经济性质或类型 法定代表人 

   

印度塔塔集团 印度 综合，涉及信息

及通讯、工程、

材料、能源、消

费品、化工品及

服务业等 

最终控股公司 私营企业 Cyrus Mistry

塔塔咨询服务金融

解决方案澳大利亚

私人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 研发并销售专业

银行应用软件 
母公司 私营企业 NG 

Subraman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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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续） 
 
(2)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所持股份或权益及其变化 
 

企业名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增加/减少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塔塔咨询服务金融解决

方案澳大利亚私人有限

公司 USD250, 000 100% - - USD250, 000 100%

 
(3) 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的性质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系 
  
塔塔信息技术（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塔塔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4) 关联交易 
 
(a) 定价政策 
 

本公司关联交易价格按协议价作为定价基础。 
 
(b) 重大关联交易 
 
(i) 购买软件许可权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塔塔咨询服务金融解决方案澳大利亚私人

有限公司 1,945,436.23  -
 

(ii) 提供劳务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塔塔咨询服务金融解决方案澳大利亚私人

有限公司 5,712,881.53 2,720,134.26

 
(iii) 保证金付费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500,000.21 1,130,1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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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续） 
 
(5)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i) 应收账款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塔塔咨询服务金融解决方案澳大利亚

私人有限公司 8,938,996.78 2,883,342.32
 
(ii) 其他应收款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塔塔咨询服务金融解决方案澳大利亚

私人有限公司 964,034.37 964,034.37
 
(iii) 应付账款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塔塔咨询服务金融解决方案澳大利亚

私人有限公司 32,569,646.88 36,380,456.20
塔塔信息技术（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 29,613.54
 32,569,646.88 36,410,069.74

 
(iv) 其他应付款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630,137.00 1,130,136.79

 
(v) 预收账款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塔塔咨询服务金融解决方案澳大利

亚私人有限公司 
 

9,556,902.58 9,556,9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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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承诺事项 
 

经营租赁承诺事项 

 
根据已签订的经营性租赁合同，未来最低应支付租金汇总如下：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 年内 2,566,768.71 2,344,309.04
1-2 年内 2,695,134.51 2,566,768.71
2-3 年内 2,096,208.18 2,695,134.51
3 年以上 - 2,096,208.18
 7,358,111.40 9,702,420.44

 
19     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年度会计报表已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经公司董事会/企业负责人批准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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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事项 附注 金 额

  

2014 年度税前利润  5,741,333.08 

加: 不可在所得税前列支的业务招待费 1 648,027.94 

不可在所得税前列支的手机费  95,515.96 

不得在所得税前列支的商业保险（平安保险）  307,943.88 

不可在所得税前列支的汽油费  62,868.34 

不可在所得税前列支的项目保证金  1,500,000.21 

不得在所得税前列支的预提奖金及年假工资余额  4,164,318.84 

不得在所得税前抵扣的预提审计费  170,752.00 

不得在所得税前抵扣的滞纳金  24.56 

减：2013 年不得在所得税前列支的预提审计费在 2014 年

支付 
 150,288.00 

转回未在 2013 年所得税前抵扣的预提的奖金余额  1,422,406.33 

转回未在 2013 年所得税前抵扣的预提年假工资余额  1,561,995.40 

2014 年度纳税调整后所得  9,556,095.08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9,556,095.08 

2014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

所得税税率  25% 

2014 年度应纳所得税税额  - 

附注： 
 

1. 税法允许抵扣的业务招待费计算如下： 

 

项目 交易金额 不得抵扣比例 不得抵扣金额  
  

本年度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934,427.14 40% 373,770.86
 可抵扣比例 可以抵扣金额
 60% 560,656.28
 交易金额 最高限额比例 最高限额

本年度营业收入 57,279,840.40 0.5% 286,399.20
 

超支的业务招待费=实际发生额-最高限额 (可抵扣金额>最高限额) 648,027.94

 
应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本公司编制了此“应纳税所得额调整表”。此表仅供税务

部门参考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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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年度 

纳税调整后利润

额/（亏损额）

以前年度弥补

亏损额

2014 年度弥补

亏损额 

尚未弥补的

亏损

2010 14,054,794.91 - - -
2011 18,739,988.81 - - -
2012 (258,056.93) - 258,056.93 -
2013 (28,138,497.62) - 9,298,038.15 18,840,459.47
2014 9,556,095.08 - - -
合计 13,954,324.25 - 9,556,095.08  18,840,45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