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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游”感

聚

过了不知多久，去往西安这件事才算从思想付诸于行动，行前多少了解到一些西安故事，听到一些关于西安的声音，或是
赞誉有加，或是徒有虚名。对我来说，好与不好的评价倒是都无妨，毕竟还是要亲眼去看过，才知道她真实的样子。于是，我

焦

带着对千年古都的向往与热情，踏上了这次文化古都之旅，为自己留一次长安印象。

空

港

15 日
星期三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办

刊号：201705

其实我对古文化知识的了解很是有限，倒是对历史的兴趣
投稿邮箱:w600463@163.com

一直未减，原以为到西安来多少会有些走马看花，逛逛看看，
但当你步入这历史气息浓厚的城市，你便会不由深深的迷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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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利息资本化 or 费用化？

城市。初遇一座城市，总会有个第一印象，我来到西安的感觉
是，灰色，不是阴郁的灰，而是一种沧桑，一种曾经历过辉煌

在银行借款利息的处理过程中经常会听到利息资本化、利息费用化这样的说法，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与

后平静安宁的落寞。走在街道上，便能想象出当年盛唐时期的

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内容。

繁荣景象，车水马龙，商铺林立，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

借款费用，是企业因介入资金所付出的代价，即利息；根据借款费用准则的规定，借款费用确认的基本原则是：企业发

笑容。想来在大唐，这长安城，定是不负盛名。

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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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则在发生时计入

西安是陕西省省会，古称长安，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当期费用。那么，借款费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界定就需要弄清楚哪段时间的利息支出可以资本化。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时

中国六大古都之一，也是我国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用几日的时间，

点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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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安城里兜兜转转，没有做好的攻略与计划，想到一个地方便去一个，走一走便从这个景点到了下一个胜地，行程倒是紧凑，

生产活动已经开始。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的时点即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具体可从下面几个方面判断：

时间也尚且富裕，这样便给了我思考和放空的机会。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如此文化古都，见过一次便也像见了一回

1.该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或者生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者实质上已经完成。

唐代的兴衰史一般，既为盛世叹服，也为衰败惋惜。

2.该资产与设计要求、合同规定或者生产要求相符或基本相符

想来罗马非一日建成，见过西安的各种古迹景点，街区闹市，我便想着古人先贤的智慧果真不容小觑，在没有电子高科技

（即使个别不相符也不影响其正常使用或销售）
。

的当下，却能建成如此坚不可摧的城墙，建出这般恢宏壮丽的行宫，比起现在的我们，怕是优秀了不是一星半点。现在的生活

3.继续发生在该项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生。

因各种发明而变得容易一些以后，人们便多少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依赖性渐强，能力减弱。越发安逸

通过上述描述，我们明白了实际业务中和资产购建或生产发生

懒散，就越缺少创造力。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我看到很多珍奇异宝，它们兼具美感与实用性，有些甚至不看介绍都不知道是

的借款利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才可以资本化，不具备条件的则计入

干什么用的，看到这些也便看到了古人超凡的智慧和想象力，不禁佩服唏嘘。

当期费用（一般是财务费用科目核算）。这两者会计处理的具体差

如今我们生活富足，想做什么自是比古时容易太多，却多少安逸，失去了与天斗、与地斗的豪壮胸怀，但是好在现代社会，
无论从何种层面都比古时优越太多，人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更强了，如果结合现在的天时地利，不忘奋发努力，厚积薄发，
未来只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异及对报表影响体现如下：
假设，公司开发房产预计总投资 3000 万元，工期 2 年，2014
年初开工建设，2014 年 1 月份从银行借款 1000 万元（5 年期）支

（空港股份党群工作部 姚颖超）

付工程款，2015 年 1 月份再次借款 2000 万元（5 年期）支付工程款，2015 年底房产开发建造工程基本完工。
（借款利率按照
年利率 5%测算，2014 年度产生 50 万利息费用，2015 年度产生 150 万利息费用。
）

北京精神—不抛弃、不放弃

在 2016 年因多种原因，未能找到合适客户，于 2017 年 2 月底才签约销售，并收到 5000 万元（不考虑税费问题）售房款，

2017 年 2 月 19 日，一个令人难忘却也带着一丝伤感的夜晚，我相信对所有的北京首钢球迷来讲这都难以接受但也必须面

并于当日归还银行借款及利息。（2016 年度产生 150 万利息费用，2017 年 1-2 月产生 25 万利息费用。
）

对的残酷现实。京川大战，我们期待许久，但在主场仅以一分之差惜败，无缘季后赛，虽然比赛早已结束，但现在回想起来依

有关开发房产的账务处理：

旧会心跳加速，呼吸紧促，久久不能平静。

2014 年度发生的工程款及对应借款利息：借：存货

1050

贷：银行存款

1000

应付利息

50

2015 年度发生的工程款及对应借款利息：借：存货

2150

贷：银行存款

2000

应付利息

150

说起北京首钢，就不得不提灵魂人物——马布里。这位刚刚过完 40 岁生日的老男孩儿，无论多么艰难的比赛，有他在，
我们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踏实，包括这场比赛，我们势在必得。为了这场比赛，老马也是提前回到北京接受治疗，带伤全力以
赴迎接这场硬仗。

从银行借款会计分录省略

2015 年底因为相关建造工程基本完工即达到了停止资本化的要求“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以这个
时点之后的借款利息会计处理则不同于前两年计入存货而是应该费用化计入财务费用。

比赛首节结束，首钢带着 2 分优势进入第二节，但从第二节开始，分差逐渐拉开，我们的问题也逐渐暴露，被对手反超 10

2016 年度借款发生的利息：借：财务费用

2017 年 1-2 月份借款发生的利息：借：财务费用

这节开始，北京队开始了绝地大反击，只用仅仅 2 分钟时间迅速把分差拉回只差三分，在对方强悍的内线攻击下，分差一分一

2017 年 2 月销售房产时：借：银行存款

分的拉开，老马也是不甘示弱，一分一分的追回来，但由于中间的一个小插曲，北京队继续落后 10 分。落后、落后、继续落后，

同时结转房产成本：

第四节开局并不乐观，甚至一度落后 13 分，即使这样的局面摆在我们面前，甚至出现了恐惧与担忧的情绪，但我们依然坚信，

借：主营业务成本 3200

“没事儿，有老马呢”
，事实他也并未让我们失望，拼尽全力扛着球队向前走，而他的这股永不言弃的拼劲儿也感染着每一位队

贷：存货

贷：应付利息

150

分，即使局势对我们很不利。但我相信，所有的球迷都在想，
“没事儿，有老马呢”
，带着这样的想法就这样我们进入了第三节，

5000

25

150

贷：应付利息

25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0

3200 （工程款 3000+资本化利息 200）

可以看出，所谓财务费用资本化就是符合条件的借款利息计入所开发房产原值中，如上述的存货科目（资产负债表项目），

友，还有 1 分 23 秒结束，队友们终于放手一搏，放下心理负担，开始进入“三分雨”模式，所有的人拼尽全力，把分差拉回只

一直待房产实现销售结转房产成本时才会转入营业成本，影响利润表，而费用化部分（2015 年底以后）则直接计入财务费用

剩 1 分，甚至追平比分，预想可以进入加时赛，但就在不到 0.1 秒的时候，由于防守失误造成犯规，对方罚球 2 中 1，带着 1

（利润表项目）
，直接影响当期利润。

分的遗憾我们无缘季后赛，带着 1 分的遗憾我们结束了整个赛季。

此外，停止资本化的时点，不是该房产实现销售时，而是“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如例子中的 2015

赢就一起狂，输就一起扛，这是所有北京球迷的心声。虽然比赛输了，但我们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没输，至少我们赢过，
至少我们拼过，就不后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不服输的精神——北京精神，北京魂儿。

直接影响当年利润）
。希望通过该文，大家能对这两个概念有进一步的认识，不同处理方式产生的当期影响不同。
（天地物业 张东洋）

主编/ 刘彦明

责编/ 杜文武

年底为停止资本化时点，虽然 2016 年房屋没有实现销售，但 2016 年及以后的借款利息在当年度反映在“财务费用”科目，

校对/ 王宇

技术/ 王丛蕙

（空港股份计划财务部 母明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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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份北京市土地成交统计数据总汇

 党群工作部：组织开展股份公司机关党支部评议党员工作
3 月 3 日下午一点半，股份公司机关党支部在四层大会议室组织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并开展党员
评议工作。会前，股份公司机关党支部进行了充分准备，专门组织党支部委员、全体党员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并进行梳理。
会上，股份公司党支部书记代表机关支部班子整体做了对照检查报告，并带头做了自我对照检查，查摆问题。班子其他成
员也结合实际工作分别进行了自我评价，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及努力方向。随后，每名党员也依次对照“四有”

根据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公开数据统计，2017 年 2 月份北京市通过挂牌方式出让土地 2 宗,总面积为 129270 平方米（约
为 193.9 亩）
，建设用地面积为 129270 平方米（约为 193.9 亩）
。该月土地出让金成交金额约为 41.35 亿元。
2 月份北京市挂牌出让的 2 宗土地中均为住宅用地，无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成交。这两宗住宅用地的总面积约为 129270 平
方米（约为 193.9 亩）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129270 平方米（约为 193.9 亩）
，成交金额约为 41.35 亿元。

合格党员标准认真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股份公司总经理宣顺华在会上进行了点评，对此次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

近日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北京市 2017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今年供地计划显示，3900 公顷的供应总

本次组织生活会严肃认真、剖析到位，每位党员都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互相批评指正的方式可以延

量中，交通运输用地 2000 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0 公顷，特殊用地 5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850 公顷，工矿仓储

伸到今后的工作中，同事之间及时沟通，以便自身得到真正的提高。

用地 115 公顷，住宅用地 610 公顷，商服用地 310 公顷。在 610 公顷住宅用地中，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350 公顷；商品住

通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增进了广大党员相互之间的思想和认识交流，坚定了理想信念，提

宅用地 260 公顷，其中单列自住型商品房用地 83 公顷。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本市首次单列自住房供地数据，达到 83 公顷；截止今年 2 月底，今年北京市土地市场共成交 6 宗地块，

高了党性觉悟，增强了战斗力和凝聚力。
（空港股份党群工作部 姚颖超）

其中 5 宗为经营性用地，这 5 宗地块均将供应“限房价、竞地价”房源。
从本市前两个月的供应节奏上可以看出，北京的土地供应在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要求，正在加大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宅用地供应比例和力度。这对满足住房刚性需求，维护市场稳定将起到重要

 党群工作部：组织党员观看《北京市正风肃纪教育片选集》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根据开发公司党委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北京市正风

作用。
（空港股份产业发展部 戎文静）

肃纪教育片选集》的通知要求，股份公司党总支高度重视，及时传达通知精神到系统内各党支部，安排布置各支部根据工作实际，
组织安排党员干部观看学习教育片。
公司机关党支部于 3 月 3 日下午，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在四层大会议室集中观看了专题片《北京市正风肃纪教育片选集》
，确

2017年2月公司股票与上证指数走势图

保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能接受到严格的纪律教育。该专题教育片通过剖析典型案例，讲述鲜活的监督执纪故事，深刻反映了党

公司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历程，使
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思想上的深刻洗礼。
观看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专题片以身边的典型案例教育党员干部，很实在、很扎实，很管用，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断地加
强学习，进一步规范言行，注重加强自我管理，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做一个遵守党纪党规，有责任有担当的优秀、合格党员。
（空港股份党群工作部 姚颖超）

上证指数

司总经理石振东到临空信息产业园现场进行视察、指导工作，天瑞和诺丁山公司领导及项目部人员进行了项目进展工作汇报。卞

3159.17 点，2 月 22 日周三为本月
最高 3264.08 点，2 月 8 日周三出

16.92

现本月最低 3132.03 点，2 月 28 日

16.42

周二收于 3241.73 点。本月共 18 个

15.92

14.92

2017 年 3 月 3 日，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公司、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卞云鹏和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公

上证指数 2 月 3 日周五起始

17.42

15.42

 天瑞置业：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公司领导视察临空信息产业园项目

 上证指数本月走势

14.42

交易日，成交量为 3.78 亿手，成交
额为 3.78 万亿元，月区间涨跌
+82.56 点(+2.61%)，区间振幅 4.18%。

 公司股票本月走势
公司股票 2 月 3 日起始价 14.54
元，2 月 27 日周一达到本月最高价

总和石总对项目的工程进展及后续招商工作进行了详细指导。

18.84 元，2 月 3 日出现本月最低

北京诺丁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临空信息产业园项目位于顺义区南法信镇晨光工业区三号路北侧，距地 15 号线南法信
站 1 公里。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257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63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115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5150
平方米。其中，一期工程包括六栋企业独栋，总建筑面积 17820 平方米，目前已取得开工手续，正在进行开工前准备工作。
（天瑞置业 李梦蝶）

14.30 元，2 月 28 日以 16.43 元收。本月共 18 个交易日，成交量为 106.04 万手，成交额为 17.40 亿元。月区间涨跌 13.00%（1.89）
，
区间振幅 31.22%，区间换手 42.08%；加权均价为 16.41 元。
如图：公司股票 2 月整体走势强于大盘，前期保持平稳，后期强势加大。
（空港股份证券部 张鹏楠）

 天源建筑：对绿化公司办公楼改造项目进行验收

 物业管理分公司：组织召开“两学一做”专题组织生活会（支委会）
根据开发公司党委和股份公司党总支要求，物业分公司党支部于 3 月 1 日下午 13：30，组织全体委员在 B 标小会议室召开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物业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杨大航、宣传委员别彤和组织委员龙小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

2017 年 2 月 16 日，北京空港物语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明鉴同建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等组成的工作小组集中验收了绿化公司办公楼改造项目。针对绿化公司办公楼改造项目时间紧，任务重的特点，按照 “抓质
量、促工期、控成本、保安全”的总体要求，相关单位一起积极推进，确保各项工程按时间结点保质保量完成。

由支部书记杨大航主持。
会上，支部书记杨大航代表班子进行对照检查，并带头作自我批评，接受各位支部委员的批评意见。随后支部委员依次进行

竣工验收会议上，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分别通报了相关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验收方案，分工落实责任，
成立了资料审查组、实测实量组、综合协调组，对整体工程项目进行了现场核查、资料审查等验收工作。经核查验收、综合评审，

自我批评，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直面问题、坦诚相见，又实事求是、出于公心，进一步增进
了相互之间的思想和认识，看到了彼此之间的差距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达到了“红红脸、出出汗”的效果，触动了思想，增进了

各单位形成一致意见，认为该建设工程全过程管理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执行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条文，所有工程全部合格，
满足设计要求，符合国家验收标准，同意通过竣工验收。
本工程竣工验收后，我公司将严格按照施工合同和国家法律法规条文的规定，对工程进行回访和保修，为建设单位提供优质

团结，进一步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物业管理分公司 别彤）

的售后服务。我们热情欢迎各方领导和有关部门对公司施工的工程进行检查验收，希望他们对工程中出现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
见，我们将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促进我公司施工质量的不断提高和持续发展。
（天源建筑 郭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