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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情况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23 日，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 3101081019604(后变更为 310108000333509，三证合一后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310108760569195B)。本公司原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所有者名称 持股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450 69%

深圳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1,350 27%

上海市闸北区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50 3%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50 1%

合计 5,000 100%

2005年 4月，本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15,000万元，全部由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认缴；

另外，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本公司另一投资方深圳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所持本公司 27%股权。本公司已于 2005 年 6月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股权结构如下：

所有者名称 持股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9,800 99.00%

上海市闸北区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50 0.75%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50 0.25%

合计 20,000 100.00%

于 2010年度，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了上海市闸北区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中

国医药集团总公司所持本公司 0.75%及 0.25%股权。同年 3 月，本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全部由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认缴。该等出资已由上海久信会计事务所

进行审验并出具了沪久信验字(2010)第 1002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00%股权。

于 2012年 5月 11日，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增资 20,000万元，全部由国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认缴。该等出资已由上海久信会计事务所进行审验并出具了沪久信

验字(2012)第 1081号验资报告。

于 2015 年 1 月 6 日，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增资 41,000 万元，全部由国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认缴。该等出资已由上海久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沪久信

验字(2015)第 1001号验资报告。

截止 2016年 10月 31日，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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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情况

 截止 2016年 10月 31日，股权结构如下：

所有者名称 持股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1,000 100.00%

 本公司的母公司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 终控股公司为中国医药集

团总公司(“国药集团”)。

 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康宁路 1089号。

 本公司及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团”) 主要从事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的零售和分销，

以及保健用品的批发零售等。

 本财务报表由企业负责人于 2017年 4月 17日批准报出。

二 过渡期损益表的编制基础

本集团自 2015年 10月 1日至 2016年 10月 31日止的损益表及其附注（“过渡期损

益表”）是基于本集团 2015年 10月 1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的实际经营情

况，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以及其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

“企业会计准则”)及下述特殊编制基础编制。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编制过渡期损益表是为了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确定国药

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资产于过渡期间的损益状

况。过渡期间是指自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

的期间。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9 月 30 日，

标的资产于 2016年 10月 31日完成交割，故本过渡期损益表期间为 2015年 10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本集团管理层不再列报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合并资产负

债表、2015年 10月 1日至 2016年 10月 31日止期间的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现

金流量表以及比较数据。

本过渡期损益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报告会计期间为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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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2) 记账本位币

 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3) 计量属性

除特别说明采用公允价值、可变现净值、现值等计量属性之外，一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是指库存现金、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以及持有的期限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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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应

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金融资产的分类取决于本集团对金融资

产的持有意图和持有能力。本集团的金融资产包括了应收款项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a) 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包括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附注三(6))。

(b)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包括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及未被划分

为其他类的金融资产。自资产负债表日起 12 个月内将出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资产

负债表中列示为其他流动资产。

(c) 确认和计量

金融资产于本集团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按公允价值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

损益；其他金融资产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现金流量

的合同权利已终止或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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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5) 金融资产

确认该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但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

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按照成本计量；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

本计量。

(d) 金融资产减值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

信用损失)现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

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

计入当期损益。

 当有客观证据表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因公允价值

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并计入减值损失。对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

投资，在期后公允价值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

减值损失予以转回并计入当期损益。对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期后

公允价值上升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以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按其账面价值超过按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

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已发生的减值损

失以后期间不再转回。

(6) 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本集团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账

款，按从购货方或劳务接受方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应

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减去坏账准备后的净额列示。

(a)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集团将无法

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项时，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为：根据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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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6) 应收款项

(b)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存在特定风险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当存在客观证据

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项时，计提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为：根据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进行计提。

(c)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

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应计提

的坏账准备。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为基础确定。

 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为账龄分析法，计提比例列示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一年以内 1% 5%

 一到二年 10% 10%

 二到三年 30% 30%

 三到四年 50% 50%

 四到五年 80% 80%

 五年以上 100% 100%

(7) 存货

 存货包括库存商品和低值易耗品，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列示。

存货于取得时按实际成本入账，发出时的成本按加权平均法核算。低值易耗品在领用时

采用一次转销法核算成本。

存货跌价准备按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可变现净值按日常活动中，以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本集团的存货盘存

制度采用永续盘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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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8)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本集团对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

资。

(a) 子公司

子公司为本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对子公司的投资，在公司财务报表中

按照成本法确定的金额列示，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权益法调整后进行合并。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初始投资成本计量。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

股利或利润，确认为投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b) 联营企业

 联营企业是指本集团对其财务和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

 对联营企业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以初始投资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并相应调

增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本集团按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份额确认当期投

资损益。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

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但本集团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且

符合或有事项准则所规定的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投资损失并作为预计负债

核算。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在持股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按

照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或承担的部分直接计入资本公积。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

金股利于宣告分派时按照本集团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本

集团与被投资单位之间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本集团的部

分，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本集团与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内部交易损失，

其中属于资产减值损失的部分，相应的未实现损失不予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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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9) 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建筑物，以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

支出，在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且其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时，计入投资性房

地产成本；否则，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本集团采用成本模式对所有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按其预计使用寿命及净残值

率对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计提折旧或摊销。投资性房地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净残值率及

年折旧(摊销)率列示如下：

  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摊销)率

 建筑物 12-35年 5% 2.71%-7.92%

 投资性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自用时，自改变之日起，将该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自用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时，自改变之日起，将固定

资产或无形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发生转换时，以转换前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后的

入账价值。

 对投资性房地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摊销)方法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

复核并作适当调整。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终

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出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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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10)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办公及电子设备等。购置或新建的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在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且其成本能够可靠

的计量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对于被替换的部分，终止确认其账面价值；所有其他后

续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并按其入账价值减去预计净残值后在预计使用寿命内计

提。对计提了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则在未来期间按扣除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及依据

尚可使用年限确定折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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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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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及建筑物 22-30年 5% 3.17%至 4.32%

 机器设备 5-10年 3%-6% 9.40%至 19.40%

 运输工具 3-10年 0%-5% 9.50%至 33.33%

 办公及电子设备 3-10年 0%-5% 9.50%至 33.33%

 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复核并作适

当调整。

 当固定资产被处置、或者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固定资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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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

(11)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按实际发生的成本计量。实际成本包括建筑成本、安装成本、符合资本化条件

的借款费用以及其他为使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发生的必要支出。在建工程

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转入固定资产并自次月起开始计提折旧。

(12)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软件、特许经营权等，以成本计量。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中取得的无形资产(销售网络、商标权和品牌及有利租约等)按收购日的公允价值入账。

(a) 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按使用年限 40年平均摊销。

(b) 商标权和品牌

 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的商标权和品牌为无固定使用期限的无形资产，在每个会计期间进

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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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形资产（续）

(c) 软件

 软件按预计使用年限 3至 5年平均摊销。

(d) 特许经营权

 特许经营权按预计使用年限 10年平均摊销。

(e) 有利租约

 有利租约预计收益年限 17-20年平均摊销。

(f) 销售网络

 销售网络预计使用年限 20年平均摊销。

(g) 定期复核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

 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复核并作

适当调整。

(13) 商誉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其合并成本超过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于购

买日的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

 吸收合并中购买方发生的合并成本及在合并中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按购买日的公允价

值计量。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差额，确认为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

益。为企业合并而发行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务

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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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包括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和收购门店支付的经营权及所有权转让费及

其他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项费用，按预计

受益期间分期平均摊销，并以实际支出减去累计摊销后的净额列示。

(15) 长期资产减值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及对

子公司、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等，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

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及无固定使用寿命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

象，至少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

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

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 小资产组合。

 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减值

测试时，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

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16) 借款费用

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固定

资产的购建的借款费用，在资产支出及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活动已经开始时，开始资本化并计入该资产的成本。当购建的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停止资本化，其后发生的借款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如果资产的

购建活动发生非正常中断，并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3个月，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直至资产的购建活动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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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借款

 借款按其公允价值扣除交易费用后的金额进行初始计量，并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

本进行后续计量。借款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年)的借款为短期借款，其余借款为长期借

款。

(18)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本集团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

补偿，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等。

(a) 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

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和教育经费、短期带薪缺勤等。本集团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

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其中，

非货币性福利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b) 离职后福利

 本集团将离职后福利计划分类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设定提存计划是本集

团向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费用后，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设定受

益计划是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于报告期内，本集团的离职后福利主

要是为员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均属于设定提存计划。

 基本养老保险

 本集团职工参加了由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施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本集团

以当地规定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基数和比例，按月向当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经办

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职工退休后，当地劳动及社会保障部门有责任向已退休员工支付

社会基本养老金。本集团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根据上述社保规定计算应缴纳

的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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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职工薪酬

(c) 辞退福利

 本集团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

减而提出给予补偿，在本集团不能单方面撤回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时和确认

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费用时两者孰早日，确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

关系给予补偿而产生的负债，同时计入当期损益。

内退福利

 本集团向接受内部退休安排的职工提供内退福利。内退福利是指，向未达到国家规定的

退休年龄、经本集团管理层批准自愿退出工作岗位的职工支付的工资及为其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等。本集团自内部退休安排开始之日起至职工达到正常退休年龄止，向内退职

工支付内部退养福利。对于内退福利，本集团比照辞退福利进行会计处理，在符合辞退

福利相关确认条件时，将自职工停止提供服务日至正常退休日期间拟支付的内退职工

工资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确认为负债，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内退福利的精算假设

变化及福利标准调整引起的差异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预期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需支付的辞退福利，列示为流动负债。

(19)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暂时性差异)计算确认。对于按照税法规定能够于以后年度抵减应纳税所得额的可抵

扣亏损，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对于商誉的初始确认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不确认

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对于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

损)的非企业合并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形成的暂时性差异，不确认相

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于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

税负债，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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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和税款

抵减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

债，除非本集团能够控制该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且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

可能不会转回。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当该

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且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本集团内同一纳税主体征

收的所得税相关；

· 本集团内该纳税主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

利。

(20) 收入确认

收入的金额按照本集团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时，已收或应收合同或协

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收入按扣除销售折让及销售退回的净额列示。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集团，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且满足下列各项经营

活动的特定收入确认标准时，确认相关的收入：

(a) 销售商品

 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并且不再对该商品实施继续管

理和控制，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商品交付后，经

销商具有自行销售商品的权利并承担该商品可能发生价格波动或毁损的风险。

(b) 提供劳务

 劳务收入包括加盟费收入、服务费及其他收入。

劳务收入于各项服务已提供、收到价款或取得收取价款的权利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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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收入确认

(c) 积分计划

 本集团实施积分计划，顾客前次消费额产生的积分，可以在下次消费时抵用。授予顾客

的积分奖励作为销售交易的一部分。销售取得的货款或应收货款在商品销售或劳务提

供产生的收入与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之间进行分配，取得的货款或应收货款扣除奖励

积分公允价值的部分后确认为收入，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确认为递延收益。奖励积分确

认的递延收益以授予顾客的积分为基准，并根据本集团已公布的积分使用方法和积分

的预期兑付率后，按公允价值确认。在顾客兑换奖励积分时，将原计入递延收益的与所

兑换积分相关的部分确认为收入。

(d) 让渡资产使用权

 利息收入以时间比例为基础，采用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21)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为本集团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包括税费返还、财政

补贴等。

 政府补助在本集团能够满足其所附的条件并且能够收到时，予以确认。政府补助为货币

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

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

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

期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

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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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租赁

 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期内按照直线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入在租赁期内按照直线法确认。

(23) 利润分配

拟发放的利润于董事会批准的当期，确认为负债。

(24)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在取得对子公司的控制权之后，自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处取得少数股东拥有的对该子公

司全部或部分少数股权，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的资产、负债以购买日或合并日开

始持续计算的金额反映。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增加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

计算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

公积，资本公积(资本溢价)的金额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25) 企业合并

(a)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合并方支付的合并对价及取得的净资产均按账面价值计量。合并方取得的净资产账面

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资本公积(资本溢

价)不足以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b)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购买方发生的合并成本及在合并中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按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合

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

为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为企业合并而

发行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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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26)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

 从取得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之日起，本集团开始将其纳入合并范围；从丧失实际控制权

之日起停止纳入合并范围。对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自其与本公司同受

终控制方控制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并将其在合并日前实现的净利润在合并

利润表中单列项目反映。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子公司与本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或会计期间不一致的，按照本

公司的会计政策或会计期间对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以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集团内所有重大往来余额、交易及未实现利润在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时予以抵销。子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当期净损益及综合收益中不属于本公司所拥有的部分分别作为少数股

东权益、少数股东损益及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

益、净利润及综合收益总额项下单独列示。本公司向子公司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

部交易损益，全额抵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子公司向本公司出售资产所发生的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本公司对该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分配抵销。子公司之间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

照母公司对出售方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之

间分配抵销。

如果以本集团为会计主体与以本公司或子公司为会计主体对同一交易的认定不同时，

从本集团的角度对该交易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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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27) 重要会计估计和判断

本集团根据历史经验和其他因素，包括对未来事项的合理预期，对所采用的重要会计

估计和关键判断进行持续的评价。

(a) 重要会计估计及其关键假设

下列重要会计估计及关键假设存在会导致下一会计年度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出现重

大调整的重要风险：

(i) 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管理层根据客户的信贷历史及当时实际状况确定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管理层定期重

新评估坏账准备是否充足并相应进行调整。

(ii) 存货的跌价准备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是根据市场售价扣减相应的销售费用进行估计的。这些估计是基于

当时市况和产品销售的历史经验，可能由于市场环境变化而发生重大变更。管理层定期

对此进行重新估计并相应进行调整。

(iii

)

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及使用寿命

管理层对于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的预计使用寿命及净残值做出了估计。该估计是根

据同类性质、功能的固定资产的实际净残值和预计使用寿命的历史经验作出的，可能由

于技术更新或其他原因产生重大改变。当净残值或预计使用寿命小于先前估计时，管理

层将增加折旧费用。

(iv) 销售网络及有利租约的可使用年限

 本集团管理层对于销售网络及有利租约的可使用年限做出了估计。该估计是根据同类

性质及功用的销售网络的使用年限的历史经验及合同约定的有利租约的预计租约展期

年限作出的。当预计可使用年限小于先前估计时，管理层会提高开支，并减记相关资产。

当实际经济年限不同于估计可使用年限时，管理层会定期更新摊销年限，从而对日后期

间的摊销支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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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28) 重要会计估计和判断

(a) 重要会计估计及其关键假设

(v) 商誉和无固定使用寿命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估计

 本集团每年对商誉和无固定使用寿命的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包含商誉和无固定使

用寿命的无形资产的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为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其计算需要采用会计估计。

 如果管理层对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未来现金流量计算中采用的毛利率进行重新修订，

修订后的毛利率低于目前采用的毛利率，本集团需对商誉和无固定使用寿命的无形资

产计提减值准备。

 如果管理层对应用于现金流量折现的税前折现率进行重新修订，修订后的税前折现率

高于目前采用的折现率，本集团需对商誉和无固定使用寿命的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如果实际毛利率或税前折现率高于或低于管理层的估计，本集团不能转回原已计提的

商誉和无固定使用寿命的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vi) 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本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使用寿

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长期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按照使用价值

确定，使用价值的计算需要采用会计估计。

 如果管理层对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未来现金流量计算中采用的预测期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进行重新修订，修订后的预测期现金流量低于目前计算的预测期现金流量，本公司可

能需对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如果管理层对应用于现金流量折现的折现率进行重新修订，修订后的折现率高于目前

采用的折现率，本公司可能需对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vii) 所得税

本集团在多个地区缴纳企业所得税。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很多交易和事项的 终的

税务处理都存在不确定性。在计提各个地区的所得税费用时，本集团需要作出重大判

断。如果这些税务事项的 终认定结果与 初入账的金额存在差异，该差异将对作出

上述 终认定期间的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的金额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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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28) 重要会计估计和判断

(a) 重要会计估计及其关键假设

(viii) 职工内退福利

 估计职工内退福利的现值依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基于一系列的假设通

过精算确定。这些假设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职工内退福利的账面价值。

(ix) 积分计划

本集团实施积分计划，顾客前次消费额产生的积分，可以在下次消费时抵用。授予顾客

的积分奖励作为销售交易的一部分。销售取得的货款在商品销售产生的收入与奖励积

分之间进行分配，与奖励积分相关的部分首先作为递延收益，待顾客兑换奖励积分或失

效时，结转计入当期损益。予以递延确认的收益以授予顾客的积分为基准，并根据本集

团已公布的积分使用方法和积分的预期兑付率，按公允价值确认。预期兑付率的可靠估

计有赖于历史数据及数理统计。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将根据积分的实际兑付情

况，对预期兑付率进行重新估算，并调整递延收益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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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税项

本集团本年度适用的主要税种及其税率列示如下：

 税种 税率 税基

 企业所得税(a) 25%、15%、10% 应纳税所得额

 增值税(b) 17%、13%、6%、3%、0% 应纳税增值额(应纳税额按应纳税销售额

乘以适用税率扣除当期允计抵扣的进项

税后的余额计算)

 营业税 5% 应纳税营业额，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

由计缴营业税改为计缴增值税

 城建税 7%、5% 应付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

 教育费附加 3%、2% 应付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

(a) 本集团之子公司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新疆新特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本部，昌

吉分公司和克拉玛依分公司按应纳税额的 15%属地缴纳。根据财税税法及相关税收政策

(财税[2011]58 号)的规定，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设在西部地

区的鼓励类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当地税务管理机构《企业所得税

优惠项目备案登记表》的批复，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新疆新特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乌鲁

木齐本部，昌吉分公司和克拉玛依分公司 2015 年度和 2016年度按 15%税率缴纳企业所

得税。

 本集团之子公司宁夏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根据宁财(税)发[2012]957号，符合西部地

区的鼓励类企业，自 2015年至 2016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40%)予以免征，即适

用 15%企业所得税税率。

 本集团之子公司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内蒙古有限公司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

署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号)的规定，

本公司根据《减、免税批准通知书》(呼市回国税登字(2014)第 37号)，符合西部大开

发优惠税率要求条件，2016年度按照优惠税率 15%交纳企业所得税。

本集团之子公司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广西连锁有限公司根据《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印

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桂地税发(2009)150号文件中西部大开

发规定的减免税条件，本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取得柳州市地方税务局《税收优惠

审核确认决定书》，批复本公司 2015年度和 2016年度按 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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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税项

(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

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

二条规定，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人，资产总额

不超过 3000万元；(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1000万元。

 另外，按照《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34号)，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万元(含 1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即实际适用的税率为 10%。

 于 2016年度，浙江国药大药房东山药店有限公司、广西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国药

控股国大药房新疆新特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分公司和喀什分公司符合上述小型

微利企业的定义及财税[2014]34号的规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即实际适用的税率为 10%。

(b) 本集团销售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适用不同的增值税税率，其中：计生用品适用的增值税

税率为 0%；血液制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3%；中药饮片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3%；其他

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固定资产租赁业务收入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3%；咨询服务

业务收入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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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公司

(一) 于 2016年 10月 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性质及经营范围

本公司持有权益比

例 本公司表决权比例 层级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 3,00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

用品的批发销售
100.00% - 100.00% - 二级

上海国大东盛大药房有限公司 5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的

批发
50.00% 50.00% 50.00% 50.00% 三级

上海国大东信药房有限公司 3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

售
- 100.00% - 100.00% 三级

上海国大长信药房有限公司 3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

售
- 100.00% - 100.00% 三级

上海国东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20 中医科、内科、妇产科、儿科、推拿 - 100.00% - 100.00% 三级

上海国大上虹七宝药房有限公司 1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原料的

批发销售
- 51.00% - 51.00% 三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南京连锁有限公司 8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

售
60.00% - 60.00% - 二级

浙江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1,500 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的批发 100.00% - 100.00% - 二级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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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公司

(一) 于 2016年 10月 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性质及经营范围 本公司持有权益比例 本公司表决权比例 层级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承上页)

浙江国药大药房东山药店有限公司 50
药品、副食品、化妆品及医疗器械的零

售
- 51.00% - 51.00% 三级

安徽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000
经营药品连锁店;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

的批发销售
60.00% - 60.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扬州大德生连锁

有限公司
4,40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

的批发销售
93.68% - 93.68% - 二级

广西国大医药咨询连锁有限公司 30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

的批发销售
100.00% - 100.00% - 二级

 (原：广西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 -

 溧阳国大人民药房有限公司 2,5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售 80.00% - 80.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药业(上海)有限

公司(原”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

")

6,655
药品、医疗器械、化工产品、日用百货

的销售
97.00% - 97.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大药房上海连锁

有限公司(原”上海复美益星大药

房连锁有限公司”)

5,000
药品、医疗器械、化工产品、日用百货

的销售
92.00% 8.00% 92.00% 8.00% 二级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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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公司

(一) 于 2016年 10月 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注册资本

(万元) 业务性质及经营范围 本公司持有权益比例 本公司表决权比例 层级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承上页)

 上海复美徐惠大药房有限公司(原“上海汇丰

复美大药房有限公司”)
25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日用百货

的销售
- 100.00% - 100.00% 三级

 上海御泰堂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100 中医科 - 100.00% - 100.00% 三级

北京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00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

的批发销售
100.00% - 100.00% - 二级

天津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00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化学原料及化

学试剂的批发销售
80.00% - 80.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山东有限公司 2,9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售 55.00% - 55.00% - 二级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售 85.00% - 85.00% - 二级

长治市国大万民药房有限公司 320 医药零售连锁分部 - 51.00% - 51.00% 三级

大同市国大万民药业有限公司  615 医药零售连锁分部 - 100.00% - 100.00% 三级

山西同丰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5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售 - 100.00% - 100.00% 三级

晋中市国大万民药房有限公司 17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售 - 100.00% - 100.00% 三级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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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公司

(一) 于 2016年 10月 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性质及经营范围 本公司持有权益比例 本公司表决权比例 层级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承上页)

山西国大万民连锁诊所管理有限公司 120 医药零售连锁分部 - 100.00% - 100.00% 三级

孝义市国大万民百草堂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
622.22

药品、医疗器械、体育器材用品、保

健品、乳制品、日用百货、日化产品

零售

- 70.00% - 70.00% 三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河南连锁有限公司 1,5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

售
60.00% - 60.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内蒙古有限公司 2,0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

售
96.70% - 96.7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呼伦贝尔有限公司 300
药品、医疗器械、日用百货以及化妆

品的销售，营销策划服务
- 51.00% - 51.00% 三级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3,5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

售
60.00% - 60.00% - 二级

石家庄乐仁堂益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500
药品、医疗器械、化学制剂、保健品、

日用百货的销售
- 100.00% - 100.00% 三级

唐山乐仁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

售
- 100.00% - 100.00% 三级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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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公司

(一) 于 2016年 10月 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性质及经营范围 本公司持有权益比例 本公司表决权比例 层级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承上页)

秦皇岛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a) 300

中成药、中药饮片、药品、保健食品、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日用品销售、中医医

疗服务、普通货运

- 51.00% - 51.00% 三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山西益源连锁有限

公司
1,00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

的批发销售
80.00% - 80.00% - 二级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
4,222

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制剂、医疗器械及

保健品、日用品的销售，商贸信息咨询
53.13% - 53.13% - 二级

 北京洋桥茸芝金象大药房有限责任公

司
126 药品、食品、保健品、图书报刊的销售 - 50.79% - 50.79% 三级

三河市丽洋金象大药房有限公司 1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以及生

化药品零售
- 100.00% - 100.00% 三级

北京金象复星科技有限公司 100 科技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 80.00% 80.00% 三级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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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公司

(一) 于 2016年 10月 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性质及经营范围 本公司持有权益比例 本公司表决权比例 层级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承上页)

宁夏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7,000

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的批发销售、农

副产品收购与仓储及配送服务、会议

服务、医学药品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70.00% - 70.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新疆新特药业

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612.24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

用品的批发销售
51.00% - 51.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广东有限公司 5,00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

用品的批发销售
100.00% - 100.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广州连锁有限

公司
20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

用品的批发销售
- 100.00% - 100.00% 三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深圳)连锁有

限公司
1,08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

用品的批发销售
- 100.00% - 100.00% 三级

台山市国控国大群康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b)
990

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预包装

食品、乳制品、日用品、化妆品销售
- 70.00% - 70.00% 三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江门连锁有限

公司
2,40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

用品的批发销售
65.00% - 65.00% - 二级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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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公司

(一) 于 2016年 10月 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性质及经营范围 本公司持有权益比例 本公司表决权比例 层级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承上页)

福建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75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售 100.00% - 100.00% - 二级

泉州市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
2,0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售 51.00% - 51.00% - 二级

湖南国大民生堂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
2,0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售 51.00% - 51.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天益堂药房连

锁(沈阳)有限公司
1,000 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的批发销售 51.00% - 51.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沈阳连锁

有限公司
800 药品、医疗保健用品及化学试剂销售 51.00% - 51.00% - 二级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广西连锁

有限公司
200

经营药品连锁店; 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

的批发销售
100.00% - 100.00% -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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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损益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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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公司

(一) 于 2016年 10月 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a) 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和自然人和文功分别出资 1,530,000.00 元和 1,470,000.00 元设立秦皇岛

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b) 于 2015年 2月 9日，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广东有限公司与台山市群康大药房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对价 34,650,000.00元收

购了台山市国控国大群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70%的股权。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台山市国控国大群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完成了

工商变更。

(二) 2016年处置的子公司

(a) 于 2016 年 4 月，晋城市国大万民药房有限公司将其所有门店转入母公司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晋城分公司，并于 2016 年

3月完成了工商变更，注销了法人主体。

(b) 根据宁夏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15年 10月 26日的董事会决议，全票通过了《关于注销宁夏国大药品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

销“宁夏国大药品有限公司”，于 2016年 6 月 8日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c) 于 2016年 8月 22日，北京金象爱乐舫商贸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核销手续，注销了法人主体。

(d) 于 2015 年 12 月，北京金博金象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有的门店转入母公司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并注销了

其法人主体。北京金博金象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原经营业务以北京金象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金博金象大药房的形式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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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过渡期损益表主要项目附注

(1)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2015年 10 月 1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收入 9,315,113,992.94 (7,047,060,407.49)

 其他业务-租赁 34,094,089.86 (8,147,668.16)

         -加盟费 13,385,691.78 (2,800.00)

         -服务费 192,669,152.77 (10,888,426.87)

 小计 240,148,934.41 (19,038,895.03)

 合计 9,555,262,927.35 (7,066,099,302.52)

(2) 税金及附加

2015年 10 月 1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

 城市维护建设税 23,544,581.92

 教育费附加(含地方教育费附加)及其他 17,079,964.65

 营业税 6,161,767.17

 河道维护费和堤防费 608,737.35

47,395,051.09

(3) 财务费用

2015年 10 月 1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

 利息支出 9,759,295.25

 减：利息收入 (10,511,729.57)

 其他 20,570,585.96

19,818,1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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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过渡期损益表主要项目附注(续)

(4) 费用按性质分类

 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按照性质分类，列示如下：

2015年 10 月 1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

 销售商品成本 7,047,060,407.49

 职工薪酬费用 1,157,697,173.19

 租赁费 532,285,898.21

 折旧与摊销 104,307,946.52

 办公通讯网络费 54,055,773.05

 水电费 44,679,893.25

 市场开发及业务宣传费用 43,779,864.01

 仓储费 27,360,497.63

 综合管理费 27,613,073.35

 运输费用 23,297,527.98

交通差旅费用 5,235,890.90

业务招待费 9,686,043.79

技术服务费 7,245,734.14

税金 6,707,142.76

会议费 2,224,697.38

其他费用 118,884,972.64

9,212,122,536.29

(5) 资产减值损失

2015年 10 月 1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

 坏账损失 (19,210.18)

 存货跌价损失 336,948.90

317,7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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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过渡期损益表主要项目附注(续)

(6) 投资收益

2015年 10 月 1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

按权益法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收益的份额 1,296,709.62

按成本法核算的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

利润 443,835.09

预计投资损失转回 3,382,509.65

处置联营企业收益  226,000.00

合计 5,349,054.36

(7) 营业外收入与营业外支出

(a) 营业外收入

2015年 10 月 1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8,613,221.02

 政府补助 4,346,585.07

 其他 1,158,013.31

 转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 911,366.45

 罚款收入 407,340.73

 违约金收入 370,214.62

 保险赔偿 211,627.89

 存货/固定资产盘盈 9,781.10

 员工赔款 7,964.06

16,036,1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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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过渡期损益表主要项目附注(续)

(7) 营业外收入与营业外支出

(b) 营业外支出

2015年 10 月 1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

 无法收回的款项 1,190,669.50
 罚款及滞纳金支出 529,762.68
 其他 319,851.54
 对外捐赠 309,487.39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92,977.32
 赔偿款 148,546.55
 盘亏 59,718.03
 诉讼赔偿 27,479.98
 违约赔偿 1,470.38

2,779,963.37

(8) 所得税费用

2015年 10 月 1日至

2016年 10 月 31日止期间

 当期所得税 81,275,505.80

 递延所得税 (3,545,189.86)

77,730,315.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