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立审计师审计报告书
2019年3月8日以韩文发行的独立审计师审计报告的中译版

致OCI株式会社全体股东及董事会：

关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我们的意见如下
我们审计了所附的OCI株式会社及其子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包括截至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前述两个会计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合并综合利润表、合并资本变动表、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重要会计政策的摘要和解释性信息组成。

我们认为，合并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公允地反映了截至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其财务业绩和现金流量均符合

韩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K-IFRS)。

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韩国会计审计准则(KSAs)进行审计工作。关于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在审计报告的“审计师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责任”部分进一

步进行了阐述。我们按照与独立性有关的审计职业道德，以及与韩国合并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有关的现行审计条例的要求，独立于OCI株式会社对上

述报告进行了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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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对本期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这些事项的应对以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

景，我们不对这些事项单独发表意见。我们确定下列事项是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1. 关于在建工程的减值测试

1.1. 与主要审计事项有关的公开披露

关于在建工程减值测试的事项登载于合并财务报表附注2(重大会计政策)、附注3(重大会计判断及估计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及附注10(物业、厂房

及设备)。

1.2. 决定关键审计事项时主要考虑因素

基础化工产品部门退出新设施投资在建工程项目，根据合并财务报表附注10所示，该在建工程项目占有重要比重，投资总额为3202.65亿韩元(机

械设备2956.54亿韩元、建筑物和构筑物246.11亿韩元)。因施工已于2018年底停止，因此我们认为存在减值迹象。

可收回金额采用成本法核算，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另外还考虑采用收益法来核算。在建工程公允价值的计量取决于公司的估计和判断，

包括评估方法、模型、数据引用和减损率等。因此，考虑到减值损失对公司资产造成的重大影响，将在建工程减值损失的会计核算确定为关键审计

事项。

1.3. 审计工作中如何处理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对在建工程减值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 根据K-IFRS对减值迹象进行识别。

· 对估算模型在估算可收回金额的适当性进行评估。

· 对控制在建工程减值的有效性进行鉴定试验。

· 对减值测试对象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试验。

· 通过物理检验观察，检查资产存在与否和实际损坏状况。

· 凭借评估和评估机构、审计专家的协助，对公司计算和判断公允价值的适当性进行评估。

· 通过与该部门的总监进行面谈，评估未来业务计划的合理性。

管理层和治理层对合并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K-IFRS的规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使其得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合并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

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公

司、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审计师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合并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

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KSAs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

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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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照KSAs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合并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

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

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不会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表明意见。

·  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  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

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得出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公司不

能持续经营。

·  评价合并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合并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  就公司中实体或业务活动的财务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合并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负责指导、监督和执行集团审计，并对审

计意见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我们还就已遵守与独立性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向治理层提供声明，并与治理层沟通可能被合理认为影响我们独立性的所有关系和其他事项，以及相

关的防范措施(如适用)。

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中，我们确定哪些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因而构成关键审计事项。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描述这些事项，除非法律

法规禁止公开披露这些事项。

审计业务合作伙伴Jo Tae Jin是本次独立审计报告的撰写人。

2019年3月8日

读者须知 

本报告自审计报告日期2019年3月8日起生效。审计师的报告日期与阅读审计师报告的日期之间可能发生某些后续事件或情况。

此类事件或情况可能会对合并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导致对审计报告的修改。

第45期末 2018年12月31日

第44期末 2017年12月31日

OCI株式会社及其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第45期末 第44期末

资产

流动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744,271,382 ￦913,972,875

短期金融资产 222,415,399 120,711,071 

应收债权及其他债权 434,239,609 533,941,415 

流动衍生商品资产 88,873 330,834 

待售资产 - 21,695,575 

存货 544,617,696 358,344,589 

本期所得税资产 2,985,762 63,437,197 

其他流动资产 70,084,601 85,993,444 

2,018,703,322 2,098,427,000

非流动资产:

长期金融资产 53,965,257 14,448,134 

长期应收债权及其他债权 22,072,200 44,500,69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4,847,158 114,285,765 

关联企业及共同控股企业投资 69,666,526 70,150,309 

投资房地产 73,666,795 76,361,743 

有形资产 3,257,068,413 3,290,787,630 

无形资产 41,795,245 42,768,244 

非流动所得税资产 - 316,681,333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05,530 9,413,783 

3,640,887,124 3,979,397,637

资产总计 ￦5,659,590,446 ￦6,077,824,637

 
续

Deloitte Anjin LLC
(07326)韩国首尔市永登浦区国际金融路10，One IFC 9层
电话: +82 (2) 6676 1000 传真: +82 (2) 6674 2114 
www.deloitteanjin.co.kr

单位: 千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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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期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第44期 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第45期末 2018年12月31日

第44期末 2017年12月31日

OCI株式会社及其子公司
合并利润表

OCI株式会社及其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第45期末 第44期末

负债

流动负债:

短期金融负债 ￦705,771,074 ￦753,150,725

应付债务及其他债务 366,075,274 416,294,650 

流动衍生商品负债 - 2,141,490 

本期所得税负债 12,168,321 35,461,012 

流动负债减值准备 2,473,295 6,277,895 

其他流动负债 6,410,778 1,018,234 

1,092,898,742 1,214,344,006

非流动负债:

长期金融负债 802,993,019 1,162,928,886 

长期应付债务及其他债务 26,877,230 20,553,083 

非流动负债减值准备 9,181,137 8,993,095 

应付退休保障福利金 23,754,686 16,848,294 

递延所得税负债 3,713,013 6,873,740 

其他非流动负债 207,607,654 231,591,054 

1,074,126,739 1,447,788,152

负债总计 2,167,025,481 2,662,132,158

合并公司所持股份

合并公司所持股份:

实收资本 127,246,855 127,246,855

资本公积 785,555,906 785,586,561

其他综合收益累计 (12,116,579) (37,876,067)

留存收益 2,528,757,758 2,477,378,253

3,429,443,940 3,352,335,602 

非控股股东权益 63,121,025 63,356,877

资本总计 3,492,564,965 3,415,692,479

负债和资本总计 ￦5,659,590,446 ￦6,077,824,637

第45期 第44期

销售额 ￦3,112,143,978 ￦3,631,633,189

销售成本 (2,746,371,833) (3,133,143,807)

销售总利润 365,772,145 498,489,382

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207,102,066) (214,041,657)

营业利润 158,670,079 284,447,725

金融收入 83,026,411 127,334,839 

金融费用 (133,458,149) (209,031,391)

关联企业及共同控股企业投资损益 4,199,073 2,607,715 

其他营业外收入 53,168,581 126,458,713 

其他营业外支出 (35,132,117) (52,139,873)

扣除所得税前的持续经营利润 130,473,878 279,677,728

持续经营所得税费用 (25,607,425) (36,085,245)

持续经营利润 104,866,453 243,592,483

终止经营利润 (1,047,639) (10,951,761)

本期净利润 ￦103,818,814 ￦232,640,722

本期净利润(亏损)的分配:

合并公司所持股净利润 ￦103,786,692 ￦234,900,884

非控股股东权益 32,122 (2,260,162)

每股收入(韩元)

持续及终止经营的稀释每股净收益 ￦4,352 ￦9,849

持续经营的稀释每股净收益 ￦4,386 ￦10,208

单位: 千韩元(不含每股收入数据)单位: 千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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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期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第44期 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第45期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第44期 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OCI株式会社及其子公司
合并资本变动表

OCI株式会社及其子公司
合并综合利润表

第45期 第44期

本期净利润 ￦103,818,814 ￦232,640,722

其他综合收益:

后续不能重新分类到当期损益的项目: (5,946,518) (5,203,447)

重新计量的固定福利收益计划 (5,946,518) (5,203,447)

后续可重新分类到当期损益的项目: 25,537,214 (66,757,44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评估损益 - 1,618,009

合资企业和关联企业投资资本变动 283,613 (1,316,914)

海外事业外币折算损益 25,253,601 (67,058,535)

19,590,696 (71,960,887)

总综合损益 ￦123,409,510 ￦160,679,835

总综合损益的分配:

合并公司所持股份 ￦123,645,266 ￦166,235,657

非控股股东权益 ￦(235,756) ￦(5,555,822)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
构成要素 盈余公积金

待售资产
相关的资本 合计

非控股股东
所持股份 总计

2017年1月1日 ￦127,246,855 ￦785,631,703 ￦25,588,360 ￦2,257,217,917 ￦- ￦3,195,684,835 ￦68,912,699 ￦3,264,597,534

股利 - - - (9,539,748) - (9,539,748) - (9,539,748)

本期净利润(亏损) - - - 234,900,884 - 234,900,884 (2,260,162) 232,640,722

子公司的有偿增资 - (45,142) - - - (45,142) - (45,14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评估利润

- - 1,618,009 - - 1,618,009 - 1,618,009

合资企业和关联企业
投资资本损益

- - (1,319,561) 2,647 - (1,316,914) - (1,316,914)

海外事业外币折算
亏损

- - (63,762,875) - - (63,762,875) (3,295,660) (67,058,535)

重新计量的固定福利
收益计划

- - - (5,203,447) - (5,203,447) - (5,203,447)

2017年12月31日 ￦127,246,855 ￦785,586,561 ￦(37,876,067) ￦2,477,378,253 ￦- ￦3,352,335,602 ￦63,356,877 ￦3,415,692,479

2018年1月1月 ￦127,246,855 ￦785,586,561 ￦(37,876,067) ￦2,477,378,253 ￦- ￦3,352,335,602 ￦63,356,877 ￦3,415,692,479

会计政策变化的影响 - - (79,364) 79,364 - - - -

股利 - - - (46,506,273) - (46,506,273) (96) (46,506,369)

本期净利润(亏损) - - - 103,786,692 - 103,786,692 32,122 103,818,814

子公司的有偿增资 - (30,655) - - - (30,655) - (30,655)

合资企业和关联企业
投资资本损益

- - 301,912 (18,299) - 283,613 - 283,613

海外事业外币折算
损益

- - 25,536,940 - - 25,536,940 (283,339) 25,253,601

重新计量的固定福利
收益计划

- - - (5,961,979) - (5,961,979) 15,461 (5,946,518)

2018年12月31日 ￦127,246,855 ￦785,555,906 ￦(12,116,579) ￦2,528,757,758 ￦- ￦3,429,443,940 ￦63,121,025 ￦3,492,564,965

单位: 千韩元 单位: 千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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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期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第44期 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OCI株式会社及其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

第45期 第44期

营业活动中发生的现金流量

营业活动中发生的现金流入金额 ￦393,671,229 ￦537,730,233

收到利息 23,969,619 9,410,228

支付利息 (69,319,578) (71,561,175)

收到股利 511,706 2,395,558

所得税退税(支付) 327,680,182 2,302,307

营业活动中发生的净现金 676,513,158 480,277,151

投资活动中发生的现金流量

短期金融商品的减少 459,826,278 154,717,012

短期金融商品的增加 (555,037,010) (111,941,449)

短期贷款的减少 1,072,378 31,500

所持到期资产的减少 - 247,915

按摊销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减少额 125,055 -

按摊销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增加额 (85,220)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少 - 24,132,103

按FVTPL计量的金融资产增加额 (42,642,970) -

长期金融商品的增加 (5,002,860) (16,179,709)

长期贷款的减少 20,376 122,330

长期贷款的增加 (60,000) (90,000)

投资房地产的处置 - 403,300

有形资产等的处置 2,143,510 447,059,346

有形资产的取得 (276,651,656) (112,706,302)

无形资产的减少 329,805 1,202,882

无形资产的增加 (4,964,893) (6,022,930)

关联企业投资资产的处置 - 39,789,000

关联企业投资股份的取得 (250,000) -

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减少 48,015 -

处置持有待售资产 22,251,779 23,815,391

企业合并发生的现金流出 - (28,841,300)

投资活动中发生的净现金 (398,877,413) 415,739,089

第45期 第44期

财务活动中发生的现金流量

短期借款的增加 510,277,226 494,076,698

短期借款的减少 (514,562,723) (419,628,213)

流动性长期负债的减少 (520,909,814) (732,593,772)

长期借款的增加 11,725,580 300,508,120

长期借款的减少 - (142,247,491)

公司债的发行 99,706,500 214,227,090

国家补助金的增加 84,600 169,600

支付股利 (46,501,275) (9,544,734)

其他财务活动中发生的现金流出额 23,516 (45,142)

财务活动中发生的净现金 (460,156,390) (295,077,844)

外币折算活动中发生的现金变动 12,819,152 (25,572,44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增加(减少) (169,701,493) 575,365,954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913,972,875 338,606,92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744,271,382 ￦913,972,875

单位: 千韩元单位: 千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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