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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５－０１６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１５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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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４日以邮件方式向各
位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１５次会议的通知，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９人，实际参会董事９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１、《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２０１４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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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４１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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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业会计
准则第３７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除《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号－－金融工具列报》自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起施行外，其他准则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根据财政部规定，公司对原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的规定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５－０１７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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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１５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牞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财政部于２０１４年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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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４１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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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３７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除《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号－－金融工具列报》自２０１４年
度财务报表起施行外，其他准则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根据财政部规定，公司对原会
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的规定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对公司具体会计政策的影响
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５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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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变更后，公
司执行财政部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５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３８项具体会计
准则（不含本次被替换的具体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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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起财政部陆续发布的２号、９号、３０号、３３号、３７号、３９
号、４０号、４１号八项新会计准则构成对前述具体准则的替换和补充，公司一并执行。
２、对公司报表的影响
对公司报表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如下：

公司执行新修订或发布的各项准则，对公司２０１３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
产生任何影响，也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１５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按
照２０１４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执行。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１、独立董事认为牞执行２０１４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牞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牞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牞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按照２０１４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执行。
２、监事会认为牞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进行的合
理变更和调整牞执行新会计准则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牞相关决
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牞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按照２０１４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执行。
四、备查文件
１、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１５次会议决议；
２、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４次会议决议；
３、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４－０１８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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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４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召
开第六届监事会第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参会监事３人，实际参会监事共３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牞
执行新会计准则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牞相关决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牞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按照２０１４年
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执行。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０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项目 2013年 12月 31日 

长期股权投资 -33,674,273.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3,674,273.5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5,417,437.37 

其他综合收益 5,417,437.37 

其他流动资产 -69,442,505.19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69,442,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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