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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塘街道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报告
为摸清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家底，稳妥推进我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和《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
《北塘街道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
人员对我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
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
现将清产核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清产核资工作的基本情况
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按照资产清查、权属界定、资产估价 （5）对账实不符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销、核增的申请报 截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我村集体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基本
（一）清产核资工作基准日。
与价值重估、审核汇总、公开公示、核销报批、调整账务、造册归 批，
并调整账务。
情况如下：
北塘街道东村清产核资基准日确定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档程序，坚持账内清查与账外核实相结合，采取实地查看与重 （6）编制清产核资后的会计报表。
1. 资产总额 8555.35 万元。包括：流动资产 2718 万元，固定资产
（二）清产核资范围。
新测量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清查核实，对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 二、
清产核资有关事项说明
5837.35 万元。
清产核资的范围是我村集体及所属单位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 产和资源进行了全面清产核资。整体工作从 2017 年 8 月 21 日 （一）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2. 负债总额 2132
2132..52 万元
万元。
。包括
包括：
：流动负债 1814
1814..02 万元
万元，
，长期负
源。
开始，
至 2018 年 8 月 16 日结束。具体开展了如下工作：
1. 资产减值损失具体事项
责 318
318..5 万元
万元。
。
（三）清产核资工作实施人员。本次清产核资工作由村集体产 （1）培训参加清产核资工作的相关人员。
无
3. 所有者权益共计 6422
6422..83 万元
万元。
。 包括
包括：
：公积公益金 6422
6422..83
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具体参加人员包括： （2）编制我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基准日的会计报表，并对 2. 核销报批及账务调整
万元。
万元
。
张同宁、张国富、张同靖、李少林、沈洪霞、李宁、王林、寇正、张 相关账表进行核对、核实。
无
四、
结论建议
国宝、刘绍琴、刘树华、张同美、李树山。
（3）对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填制《村集体 （二）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我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存量
（四）清产核资工作实施情况。
经济组织资产清查登记表》，
并界定权属。
固定资产盘盈 58,373,473 元。
为 8067
8067..88 万元
万元；
；非经营性资产存量为 487
487..47 万元
万元；
；资源性资产
清产核资工作在北塘街道清产核资改革领导小组指导下，村集 （4）对清查核实的资产进行价值重估（资产估价或资产评估）。
三、
清产核资结果
存量为 14000
14000..86 亩。
北塘街道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村党组织、
村民委员会代章）
2018 年 8 月 10 日

新城镇黄圈社区居委会筹备组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报告
为摸清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家底，稳妥推进我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和《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
《黄圈社区居委会筹备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改革工作小组
组织有关人员对我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
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
现将清产核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清产核资工作的基本情况
清产核资工作在李宝有、郭树清指导下，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批，
并调整账务。
三、
清产核资结果
（一）清产核资工作基准日。
工作小组按照资产清查、权属界定、资产估价与价值重估、审核 （6）编制清产核资后的会计报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村集体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基本
黄圈社区居委会筹备组清产核资基准日确定为 2017 年 12 月 31 汇总、公开公示、核销报批、调整账务、造册归档程序，坚持账内 二、
清产核资有关事项说明
情况如下：
日。
清查与账外核实相结合，采取实地查看与重新测量相结合的办 （一）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1. 资产总额 4697862.32 元。包括：货币资金 3156079.72 元，应
（二）清产核资范围。
法进行清查核实，对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进行了全 1. 资产减值损失具体事项
收款 32675.92 元，
固定资产 1509106.68 元。
清产核资的范围是我村集体及所属单位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 面清产核资。整体工作从 2018 年 4 月 10 日开始，至 2018 年 7 月 应收款 349332.19 元
2. 负债总额 1621214.42 元。包括：
应收款 1621214.42 元。
源（根据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参照《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 25 日结束。具体开展了如下工作：
固定资产 1434155.71 元
3. 所有者权益共计 3076647
3076647..90 元。包括
包括：
：资本 2760215
2760215..15 元，公
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所列内容确定具体清产核资范 （1）培训参加清产核资工作的相关人员。
长期投资 149170 元
积金 1954356
1954356..47 元，
未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
-1637923
1637923..72 元。
围）。
（2）编制我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基准日的会计报表，并对 2. 核销报批及账务调整
四、
结论建议
（三）清产核资工作实施人员。本次清产核资工作由村集体产 相关账表进行核对、核实。
资产毁损：
固定资产清核销 1434155.71 元冲减历年积累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我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存量
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具体参加人员包括： （3）对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填制《村集体 应收款核销：
349332.19 元冲减历年积累
为 3188755
3188755..64 元；非经营性资产存量为 1509106
1509106..68 元；资源性资
李宝有、郭树清、郑元太、韩富荣、郑元香、任忠岐、任建新、惠 经济组织资产清查登记表》，
并界定权属。
长期投资核销：149170 元冲减历年积累
产存量为 3045
3045..18 亩。
义、张洪海、张瑞兴、杜功胜、邵桂萍、刘兴海。
（4）对清查核实的资产进行价值重估（资产估价或资产评估）。
应付款核销：236519.02 元冲减历年积累
（四）清产核资工作实施情况。
（5）对账实不符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销、核增的申请报 （二）其他重要事项：
无
黄圈社区居委会筹备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村党组织、
村民委员会代章）
2018 年 8 月 16 日

新城镇梁子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报告
为摸清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家底，稳妥推进我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和《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
《梁子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对
我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
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
现将清产核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清产核资工作的基本情况
改革工作小组按照资产清查、权属界定、资产估价与价值重估、 （6）编制清产核资后的会计报表。
三、
清产核资结果
（一）清产核资工作基准日。
审核汇总、公开公示、核销报批、调整账务、造册归档程序，坚持 二、
清产核资有关事项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村集体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基本
梁子村清产核资基准日确定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账内清查与账外核实相结合，采取实地查看与重新测量相结合 （一）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情况如下：
（二）清产核资范围。
的办法进行清查核实，对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进行 1. 资产减值损失具体事项
1. 资产总额 66335998.79 元。包括：流动资产 65267131.73 元、
清产核资的范围是我村集体及所属单位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 了全面清产核资。整体工作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开始，至 2018 流动资产：
应收款减值损失 14592204.67 元。
固定资产 1068867.06 元。
源（根据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参照《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 年 8 月 2 日结束。具体开展了如下工作：
长期资产：
长期投资减值损失 501400.00 元。
2. 负债总额 82235425
82235425..61 元 。 包括
包括：
：流动负债 82235425
82235425..61
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所列内容确定具体清产核资范 （1）培训参加清产核资工作的相关人员。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364144.45 元。
元。
围）。
（2）编制我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基准日的会计报表，并对 2. 核销报批及账务调整
3. 所有者权益共计
所有者权益共计- 15899426
15899426..82 元 。 包括
包括：
：资本 3773826
3773826..82
（三）清产核资工作实施人员。本次清产核资工作由村集体产 相关账表进行核对、核实。
应收款核销:14592204.67 元,冲减历年积累。
元、公积公益金 106942
106942..70 元、 未分配收益
未分配收益-19780196
19780196..34 元。
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具体参加人员包括： （3）对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填制《村集体 长期资产核销：
501400.00 元，
冲减历年积累。
四、
结论建议
组长：
张德军、副组长：
曹金奎
经济组织资产清查登记表》，
并界定权属。
固定资产核销：
364144.45 元，
冲减历年积累。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我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存量
成员：
朱玉平、胡春祥、李红玉、孙凤娟、郭永来
（4）对清查核实的资产进行价值重估（资产估价或资产评估）。
短期借款核销：
64500.00 元，
冲减历年积累。
为 65267131
65267131..73 元 ；非经营性资产存量为 1068867
1068867..06 元 ；资源
（四）清产核资工作实施情况。
（5）对账实不符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销、核增的申请报 应付款核销： 11256804.03 元，
冲减历年积累。
性资产存量为 4670
4670..5 亩。
清产核资工作在新城镇改革工作小组指导下，村集体产权制度 批，
并调整账务。
（二）其他重要事项：
无
梁子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村党组织、
村民委员会代章）
2018 年 8 月 2 日

北塘街道南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报告
为摸清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家底，稳妥推进我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和《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
《北塘街道南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
人员对我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
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
现将清产核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清产核资工作的基本情况
与价值重估、审核汇总、公开公示、核销报批、调整账务、造册归 （6）编制清产核资后的会计报表。
三、
清产核资结果
（一）清产核资工作基准日。
档程序，坚持账内清查与账外核实相结合，采取实地查看与重 二、
清产核资有关事项说明
截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我村集体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基本
北塘街道南村清产核资基准日确定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新测量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清查核实，对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 （一）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情况如下：
（二）清产核资范围。
产和资源进行了全面清产核资。整体工作从 2017 年 8 月 21 日 1. 资产减值损失具体事项
1. 资产总额 1677.10 万元。包括：流动资产 1432.33 万元，固定资
清产核资的范围是我村集体及所属单位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 开始，
至 2018 年 8 月 16 日结束。具体开展了如下工作：
南 村 长 期 挂 账 债 权 核 销 1948817.03 元 ；盘 亏 固 定 资 产 核 销 产 244.77 万元。
源。
（1）培训参加清产核资工作的相关人员。
298567.86 元，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 275819.54 元、非经营性固定 2. 负债总额 1542
1542..68 万元
万元。
。包括
包括：
：流动负责 1068
1068..68 万元
万元，
，长期负
（三）清产核资工作实施人员。本次清产核资工作由村集体产 （2）编制我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基准日的会计报表，并对 资产 22748.32 元。库存物资核销 25769.72 元。资产减值金额共 责 474
474..00 万元
万元。
。
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具体参加人员包括： 相关账表进行核对、核实。
计 2273154.61 元。
3. 所有者权益共计 134
134..42 万元
万元。
。包括
包括：
：资本 69
69..33 万元元
万元元，
，公积
张维生、张维军、张会彬、张富堂、刘克娟、张振晶、王会彬、张礼 （3）对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填制《村集体 2. 核销报批及账务调整
公益金 65
65..09 万元
万元。
。
堂、张申龙、张占星、张明堂。
经济组织资产清查登记表》，
并界定权属。
我村于 2018 年 4 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及债权核销申报 四、
结论建议
（四）清产核资工作实施情况。
（4）对清查核实的资产进行价值重估（资产估价或资产评估）。
表进行了公示。经报街领导小组审批，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进行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我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存量
清产核资工作在北塘街道清产核资改革领导小组指导下，村集 （5）对账实不符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销、核增的申请报 账务调整。
为 1662
1662..32 万元
万元；
；非经营性资产存量为 14
14..78 万元
万元；
；资源性资产
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按照资产清查、权属界定、资产估价 批，
并调整账务。
核销资产共计 2273154.61 元。
存量为 5420 亩。
北塘街道南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村党组织、
村民委员会代章）
2018 年 8 月 10 日

新城镇南开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报告
为摸清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家底，稳妥推进我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和《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
《南开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对
我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
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
现将清产核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清产核资工作的基本情况
照资产清查、权属界定、资产估价与价值重估、审核汇总、公开 批，
并调整账务。
截至 2018 年 8 月 16 日，我村集体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基本
（一）清产核资工作基准日。
公示、核销报批、调整账务、造册归档程序，坚持账内清查与账 （6）编制清产核资后的会计报表。
情况如下：
南开村清产核资基准日确定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外核实相结合，采取实地查看与重新测量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清 二、
清产核资有关事项说明
1. 资产总额 2890398.64 元。包括：流动资产 2040161.80 元、固
（二）清产核资范围。
查核实，对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进行了全面清产核 （一）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定资产 850236.84 元。
清产核资的范围是我村集体及所属单位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 资。整体工作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开始，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结 1. 资产减值损失具体事项
2. 负债总额 1765268
1765268..64 元。包括
包括：
：
应付款 1765268
1765268..64 元。
源（根据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参照《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 束。具体开展了如下工作：
流动资产：应收款项减值损失 72771.73 元，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3. 所有者权益共计 1125130 元 。 包括
包括：
：资本 164479
164479..53 元 、公积
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所列内容确定具体清产核资范 （1）培训参加清产核资工作的相关人员。
48110.95 元
公益金 474964
474964..02 元、未分配收益 485686
485686..45 元。
围）。
（2）编制我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基准日的会计报表，并对 2. 核销报批及账务调整
四、
结论建议
（三）清产核资工作实施人员。本次清产核资工作由村集体产 相关账表进行核对、核实。
应收款项核销报批 72771.73 元，
冲减历年积累。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我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存量
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具体参加人员包括： （3）对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填制《村集体 固定资产核销报批 48110.95 元，
冲减历年积累。
为 2040161
2040161..80 元 ；非经营性资产存量为 850236
850236..84 元 ；资源性资
刘炜靖、张国利、金建军、王会芝、蔡宝英、尹广春、回学文
经济组织资产清查登记表》，
并界定权属。
应付款项核销报批 906632.57 元，
冲减历年积累。
产存量为 1402
1402..99 亩。
（四）清产核资工作实施情况。
（4）对清查核实的资产进行价值重估（资产估价或资产评估）。 （二）其他重要事项
清产核资工作在新城指导下，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按 （5）对账实不符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销、核增的申请报 三、
清产核资结果
南开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村党组织、
村民委员会代章）
2018 年 8 月 16 日

北塘街道北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报告
为摸清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家底，稳妥推进我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和《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
《北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对我
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
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
现将清产核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清产核资工作的基本情况
总、公开公示、核销报批、调整账务、造册归档程序，坚持账内清 二、
清产核资有关事项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村集体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基本
（一）清产核资工作基准日。
查与账外核实相结合，采取实地查看与重新测量相结合的办法 （一）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情况如下：
北村清产核资基准日确定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进行清查核实，对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进行了全面 1. 资产减值损失具体事项
1. 资产总额 16744.81 万元。包括：流动资产 15656.99 万元，固定
（二）清产核资范围。
清产核资。整体工作从 2017 年 8 月 21 日开始，至 2018 年 8 月 16 北 村 长 期 挂 账 债 权 核 销 663385.56 元 ；盘 亏 固 定 资 产 核 销 资产 1087.82 万元。
清产核资的范围是我村集体及所属单位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 日结束。具体开展了如下工作：
274855.67 元，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 273001.9 元、非经营性固定 2. 负债总额 14849.46 万元。包括：流动负责 13479.06 万元，长期
源。
（1）培训参加清产核资工作的相关人员。
资产 1853.77 元。资产减值金额共计 938241.23 元。
负责 1370
1370..4 万元
万元。
。
（三）清产核资工作实施人员。本次清产核资工作由村集体产 （2）编制我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基准日的会计报表，并对 2. 核销报批及账务调整
3. 所有者权益共计万 1895
1895..35 万元
万元。
。包括
包括：
：资本 72
72..27 万元
万元，
，公积
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具体参加人员包括： 相关账表进行核对、核实。
我村于 2018 年 4 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及债权核销申报 公益金 1823
1823..08 万元
万元。
。
陈峰、沈洪河、张文生、张奎庆、张奎柱、张利建、张立梅、董万 （3）对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填制《村集体 表进行了公示。经报街领导小组审批，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进行 四、
结论建议
荣、张奎芳、张娟、韩艳越、陈园林、李会山、张占利、陈国林、张 经济组织资产清查登记表》，
并界定权属。
账务调整。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我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存量
占友、陈殿华、陈殿云和村监督小组吴玉金、鞠廷喜等。
（4）对清查核实的资产进行价值重估。
核销资产共计 938241.23 元。
为 16390
16390..21 万元
万元；
；
非经营性资产存量为 354
354..60 万元
万元；
；
资源性资产
（四）清产核资工作实施情况。
（5）对账实不符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销、核增的申请报 盘盈资产共计 2754591.14，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 1,249,164.34 存量为 21215
21215..05 亩。建议将刨除负债的净资产 1895
1895..35 万元作
清产核资工作在北塘街道的指导下，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批，
并调整账务。
元，
非经营性固定资产 1505426.8 元。
为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量化资产。
为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量化资产
。
小组按照资产清查、权属界定、资产估价与价值重估、审核汇 （6）编制清产核资后的会计报表。
三、
清产核资结果
北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村党组织、
村民委员会代章）
2018 年 9 月 17 日

北塘街道西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报告
为摸清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家底，稳妥推进我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和《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
《西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对我
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
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
现将清产核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清产核资工作的基本情况
清产核资。整体工作从 2017 年 8 月 21 日开始，至 2018 年 8 月 16 20352.95 元；盘亏固定资产核销 338408.92 元，其中经营性固定 三、
清产核资结果
（一）清产核资工作基准日。
日结束。具体开展了如下工作：
资产 146411.04 元、非经营性固定资产 191997.88 元。资产减值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村集体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基本
西村清产核资基准日确定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培训参加清产核资工作的相关人员。
金额共计 360479.49 元。
情况如下：
（二）清产核资范围。
（2）编制我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基准日的会计报表，并对 2. 核销报批及账务调整
1. 资产总额 4240.20 万元。包括：流动资产合计 3644.72 万元 ，
清产核资的范围是我村集体及所属单位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 相关账表进行核对、核实。
2018 年 4 月我村将村集体实物资产及债权债务核销事项向街产 其中：货币资金 799.55 万元、应收款项 2845.17 万元、固定资产
源。
（3）对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填制《村集体 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提出申请。在领导小组批准后进行公示。 595.48 万元。
（三）清产核资工作实施人员。本次清产核资工作由村集体产 经济组织资产清查登记表》，
并界定权属。
具体核销事项如下：
2. 负债总额 3042.98 万元。包括：应付款项 2234.16 万元、长期借
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具体参加人员包括： （4）对清查核实的资产进行价值重估。
银行存款核销 1717.62 元；
款及应付款 808
808..82 万元
万元。
。
张云钢、张明江、屠俊坤、丁金山、高俊颖、鞠友萍、田莹、柳宗 （5）对账实不符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销、核增的申请报 库存物资核销 20352.95 元；
3. 所有者权益共计 1197
1197..22 万元
万元。
。包括
包括：
：资本 243
243..2 万元
万元、
、公积公
言、赵瑾、张立君、张双来和村监督小组罗玉友、张树华等。
批，
并调整账务。
固定资产核销 338408.92 元；
益金 954
954..02 万元
万元。
。
（四）清产核资工作实施情况。
（6）编制清产核资后的会计报表。
合计共需核销金额为 360479.49 元。
四、
结论建议
清产核资工作在北塘街道的指导下，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二、
清产核资有关事项说明
固定资产盘盈情况如下：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根据对清产核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我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存量
小组按照资产清查、权属界定、资产估价与价值重估、审核汇 （一）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经营性固定资产盘盈 1317270 元；
为 4070
4070..26 万元
万元；
；非经营性资产存量为 169
169..94 万元
万元；
；资源性资产
总、公开公示、核销报批、调整账务、造册归档程序，坚持账内清 1. 资产减值损失具体事项
非经营性固定资产盘盈 473438 元；
存量为 13905
13905..95 亩。建议将刨除负债的净资产 1197
1197..22 万元作
查与账外核实相结合，采取实地查看与重新测量相结合的办法 西村银行存款核销 1717.62 元，因在 1987 年欠塘沽农行养虾贷 合计共盘盈固定资产 1790708 元。
为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量化资产。
为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量化资产
。
进行清查核实，对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进行了全面 款 305.63 万元，塘沽农行将此款扣去。盘亏库存物资豆饼款 （二）其他重要事项
西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村党组织、
村民委员会代章）
2018 年 9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