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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397号），公司高度重视，就问询问题进行了逐

项核查、落实，公司及公司年报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对相

关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了书面回复。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1：

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价值20.28亿元，占总资产的25.47%，其中库存商品账面价值20.17亿元。 报告

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685万元，转回或转销跌价准备3,915万元。 请说明：

（1）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金额及占比、库龄情况。

（2）报告期内转回或转销跌价准备的依据、计算过程，并结合存货库龄、主要商品市场价格等，说明存货

跌价准备测试的主要过程，以及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金额及占比、库龄情况。

公司回复：

1、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金额及占比

项目 期末余额 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药品类 1,612,787,738.15 79.29%

医疗器械 154,889,913.77 7.61%

保健食品 137,831,529.06 6.78%

消毒及计生品 41,141,599.37 2.02%

便利品 23,548,316.79 1.16%

生物制品 15,317,199.46 0.75%

其他 48,554,678.28 2.39%

合计 2,034,070,974.88 100.00%

2、库龄情况

一心堂存货主要包括医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食品等，不同商品的有效期长短不一，公司存货建立了专业

的仓储物流管理体系，对存货以效期进行管理。库存系统定期对近效期商品发出预警，公司对于动销慢的商品

及时进行折让销售、退货等调配处理，对于近效期商品及时下架报损处理。对于医疗器械等少部分无有效期的

商品，公司定期分析库存周转率和动销状态，并结合存货盘点判断其减值迹象。公司采取效期管理有效的避免

了存货的滞销和商品过期风险，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近效期商品和滞销商品占比较少，公司已对其计提了存货

跌价准备。

（2）报告期内转回或转销跌价准备的依据、计算过程，并结合存货库龄、主要商品市场价格等，说明存货

跌价准备测试的主要过程，以及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转回或转销跌价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以前减记存货价

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已售存货，应当将其成本结转为当期损益，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也应当予以结转。 ” 的规

定，以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将减记金额在原已计提的跌价金额内转回，计入当期损

益，以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对外销售的，将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进行转销，冲减当期营业成本。 报

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转销金额39,146,969.28元，此部分存货已实现销售，故在本年度予以转销，报告期

内无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2、报告期内转回或转销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按季度计提，并将上一季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做转销处理、报告期无存货跌价准备

的转回。 因公司存货数量品种较多， 无法核算到单项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 经测算公司最近三年 （2018年

/2017年/2016年）的存货周转天数依次为118.52、122.58和121.01，公司存货从购入到销售平均约3个月，上季

度计提跌价的存货基本可以在3个月内实现销售， 根据会计核算的重要性原则， 并考虑会计核算的成本和效

率，故将上季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全额转销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

存货跌价准备期初余额11,960,178.19元，报告期转销存货跌价准备金额39,146,969.28元，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44,033,473.24元，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16,846,682.15元，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转销金额计算

正确。

3、结合存货库龄、主要商品市场价格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测试的主要过程

（1）公司采用单项比较法对期末所有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将每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其可变现净值逐一进

行比较，按较低者计量存货，并且按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根据企

业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以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估计的销

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存货估计售价的确定为期末所有门店近3个月的平均销售售价，近3个月

没有销售的，往前追溯至该商品在所有门店最后的销售均价。

（2）根据库存效期预警，公司对近效期商品及时进行调配和处理，将期末已过有效期的商品全额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并及时进行销毁处理。

（3）公司对动销慢的存货重点关注，再单独进行减值测试，该类存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见

的未来再销售的价值极低，剔除已按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将剩余的存货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4、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公司严格遵循存货管理制度，定期对物流中心和门店存货进行盘点，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盘点，

通过盘点程序核实公司存货是否存在积压和毁损等状况，及时有效识别存货状态。

（2）公司根据系统效期预警报表和期末盘点上报的近效期、过期商品报告，及时对近效期商品和过期商

品进行调配和处理，对预计无法销售的存货计提减值准备。

（3）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存货跌价测试，执行存货减值测试程序。 公司对清查后的存

货进行分类，对无法实现销售的存货按照存货的账面价值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于可正常销售的存货以存货

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认其可变现净值，并且按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动销慢的商品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4）公司采用MPR补货策略，通过历史销售量可以合理确定月度商品的采购量，保持合理的库存保有

量，避免库存的积压和过期风险。 公司存货周转率较高，期末存在减值的存货占比较少。

综上所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一号—存货》规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截止报告期末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为16,846,682.15元，占存货期末余额的比例为0.82%，结合公司销售情况及对比同行业情况并经过计算，公司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并测试与一心堂存货管理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及运行的有效性；对存货减值的相

关会计政策进行了解，复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是否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贯性；

（2）对存货执行存货周转率分析、期末结存单价分析和库存结构合理性分析等分析性程序；

（3）对门店定期盘点执行监盘程序并复核其盘点结果，期末对仓库和门店存货执行监盘程序，在监盘过

程中实施检查程序，观察存货的储存状况，对仓库及门店进行抽盘，并通过抽盘以前未曾抽盘的母公司及子公

司偏远门店、存货期末余额非较大门店以增加存货抽盘的不可预见性；

（4）获取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和计提依据，复核并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和合理性，评估管理

层在存货减值测试中所选用的相关参数的合理性；

（5）选取样本，复核管理层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6）获取公司存货效期清单和周转率报表，对过期商品和长期不动销的存货执行分析性程序，分析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7）检查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本期的变化情况，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8）比较报告期和近两年公司库存周转率，分析存货转销的计算依据是否充分，结合存货的销售和成本

的结转分析存货转销的合理性；

（9）检查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和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报告期计提和转销是否与有关损益科目核对一致。

核查结论：

经审核，会计师认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和转销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期存货

跌价准备已充分计提。

问题2：

你公司通过收购等累计形成商誉期末余额为10.61亿元，占总资产的13.33%，报告期内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333万元。 请说明：

（1）逐一说明收购标的主营业务、最近一年主要经营指标和财务指标，是否与收购时测算的盈利情况相

符。

（2）收购上述子公司的时间、商誉形成时点、评估机构历年对其所在的资产组组合可收回价值进行评估

的评估报告，以及你公司各年度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回复：

（1）逐一说明收购标的主营业务、最近一年主要经营指标和财务指标，是否与收购时测算的盈利情况相

符。

①收购标的主营业务、最近一年主要经营指标和财务指标

我公司资产组都是收购公司或者门店形成，每一笔收购形成的资产组都进行单独管理，资产组经营业务

都是医药零售。 资产组2019年主要经营财务指标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毛利率 主营收入增长率

玉溪市红塔区门店收购 1,120.18 30.47% 16.85%

昭通市崛起药业门店收购 1,918.20 37.46% 14.80%

云南三明鑫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4,502.29 30.73% -12.95%

上海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698.87 42.78% 3.81%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253.31 28.46% 11.49%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34,090.41 34.04% 0.43%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2,615.05 26.40% 10.24%

山西晋中泰来公司门店收购 1,931.90 22.25% 31.09%

山西百姓平价药房门店收购 7,890.58 29.42% -8.04%

山西白家药铺门店收购 1,771.66 27.81% 15.99%

山西长城公司门店收购 12,413.75 27.72% 7.02%

成都蜀康医药连锁公司门店收购 6,772.48 21.03% 6.99%

成都康福隆公司门店收购 2,064.45 33.36% 6.89%

成都市博文百姓大药房公司门店收购 3,212.18 29.30% 3.45%

广西百色博爱公司门店收购 4,011.45 31.29% 10.06%

广西桂杏霖春公司门店收购 3,708.88 30.37% 14.27%

重庆宏声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10,391.69 31.27% -0.14%

海南聚恩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902.29 32.89% -9.19%

广西方略集团崇左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6,980.75 33.39% 21.18%

眉山市芝林大药房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1,663.65 29.16% 14.27%

兴文县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1,013.57 32.75% 1.01%

隆昌县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1,174.64 28.41% 10.17%

绵竹政盛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1,681.12 27.13% -2.06%

四川贝尔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6,479.89 30.90% 5.40%

成都同乐康桥大药房门店收购 6,907.71 31.37% 11.20%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3,849.07 32.38% 10.60%

曾理春门店收购 1,403.15 35.18% 5.52%

（三台）绵阳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1,568.10 32.99% 20.44%

（三台）三台县潼川镇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1,796.15 33.15% 2.12%

（三台）三台县潼川镇益丰大药房门店收购 1,085.44 33.85% 29.92%

广元市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门店收购 4,021.24 31.52% 4.63%

云南千弘药业门店收购 1,047.51 29.17% -29.53%

广西联康大药房门店收购 2,037.79 30.74% 42.81%

重庆江津邹洪杰/李萍门店收购 1,250.79 33.23% 112.66%

山西灵石大众药房门店收购 3,197.39 28.02% -0.05%

山西阳泉天润大药房门店收购 579.36 24.46% 0.01%

四川自贡同盛大药房门店收购 999.09 33.00% -7.19%

曲靖康桥门店收购 2,619.78 25.32% *

注：上表中，对于2018年新增标的主营收入增长率已经过年化处理。

②相关指标是否与收购时测算的盈利情况相符

一心堂坚持对并购门店，采取先规范后发展，坚持持续合规经营的思路，为尽快让并购门店的经营管理融

入一心堂的整体发展之中，需要进行以下三个阶段的整合。

第一阶段：移交切换阶段

这一阶段，大体的主要工作包括尽调、谈判、签约、共管、办证、移交、处理陈旧商品，这一阶段的工作要点

是尽快完成移交、减少过渡期的震荡。

第二阶段：品牌切换阶段

这一阶段，大体工作包括培训员工、品牌植入、强势营销、扩充品类、引入战略合作品种，这一阶段的工作

要点是使并购门店在符合当地经营实际的前提下，体现出一心堂门店的经营管理风格。

第三阶段：顾客认同阶段

这一阶段，大体的工作包括培育市场、构建顾客新认知、工商协同、构建顾客和一心堂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城乡一体的密集店群，这一阶段的工作要点是使并购门店得到最广泛顾客的认同。

虽然按照先规范后发展、坚持合规经营的思路来整合并购门店，前期基础工作多一点、提升效益更坚实一

点，对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稳健经营，有重要意义，公司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业绩提升明显。

通常而言，新收购门店一般均需经历一段市场培育期，规范运营，才能实现盈利。

公司在收购标的公司时的评估预测是基于历史数据、未整合前进行的估算，标的公司被收购后，一心堂坚

持对并购门店，采取先规范后发展，长期持续合规经营的思路，达到守法合规、诚信经营，持续发展的目标，尽

快让并购门店的经营管理融入一心堂的整体布局之中。 整合后每年的减值测试所做的评估报告，更加符合标

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2）收购上述子公司的时间、商誉形成时点、评估机构历年对其所在的资产组组合可收回价值进行评估

的评估报告，以及你公司各年度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①收购上述子公司的时间、商誉形成时点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我公司形成商誉资产组的收购时间、商誉形成时间及形成来源情况，详见下表：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收购时间 商誉形成时间 形成来源

玉溪市红塔区门店收购 2014年12月 2015年1月 资产组收购

昭通市崛起药业门店收购 2015年7月 2015年7月 资产组收购

云南三明鑫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5月 2016年6月 资产组收购

上海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 2014年12月 公司收购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015年3月 2015年3月 公司收购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015年4月 2015年4月 公司收购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2016年3月 2016年3月 公司收购

山西晋中泰来公司门店收购 2015年6月 2015年6月 资产组收购

山西百姓平价药房门店收购 2015年6月 2015年6月 资产组收购

山西白家药铺门店收购 2015年6月 2015年6月 资产组收购

山西长城公司门店收购 2015年6月 2016年3月 资产组收购

成都蜀康医药连锁公司门店收购 2015年7月 2015年7月 资产组收购

成都康福隆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8月 2016年8月 资产组收购

成都市博文百姓大药房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6月 2016年10月 资产组收购

广西百色博爱公司门店收购 2015年7月 2015年7月 资产组收购

广西桂杏霖春公司门店收购 2015年8月 2015年8月 资产组收购

重庆宏声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9月 2016年12月 资产组收购

海南聚恩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8月 2016年9月 资产组收购

美国瑞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美国瑞福祥经贸有限公司 2016年4月 2016年4月 公司收购

广西方略集团崇左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11月 2017年12月 资产组收购

眉山市芝林大药房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10月 2017年4月 资产组收购

兴文县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2016年10月 2017年5月 资产组收购

隆昌县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10月 2017年6月 资产组收购

绵竹政盛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2016年10月 2017年5月 资产组收购

四川贝尔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11月 2017年6月 资产组收购

成都同乐康桥大药房门店收购 2017年1月 2017年6月 资产组收购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2016年12月 2017年6月 资产组收购

曾理春门店收购 2016年12月 2017年6月 资产组收购

（三台）绵阳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9月 2017年1月 资产组收购

（三台）三台县潼川镇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2016年9月 2017年1月 资产组收购

（三台）三台县潼川镇益丰大药房门店收购 2016年9月 2017年1月 资产组收购

广元市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门店收购 2016年12月 2017年6月 资产组收购

云南千弘药业门店收购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资产组收购

广西联康大药房门店收购 2017年12月 2018年8月 资产组收购

重庆江津邹洪杰/李萍门店收购 2018年9月 2018年9月 资产组收购

山西灵石大众药房门店收购 2018年7月 2018年7月 资产组收购

山西阳泉天润大药房门店收购 2018年10月 2018年10月 资产组收购

四川自贡同盛大药房门店收购 2018年4月 2018年4月 资产组收购

曲靖康桥门店收购 2019年1月 2019年1月 资产组收购

②评估机构历年对其所在的资产组组合可收回价值进行评估的评估报告，以及你公司各年度减值准备计

提情况

我公司为了明确商誉确认、计量和后续计量，加强商誉的管理，公司依据药品零售行业的特点，和经营规

律，研究制定了《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誉管理办法》，对于股权收购确认商誉的条件，

资产收购确认商誉的条件，以及商誉的初始计量、个别报表层面的后续计量、合并报表层面的后续计量、减值

测试、计提减值准备、商誉终止确认的内容等进行了明确。我公司从2016年起聘请评估机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资产组各年末的可收回金额进行测算，我公司基于评估机构的测算结果、《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和年审会计师共同来判断资产组的商誉减值情况。 我公司2016年至2019年商誉账面价

值增减变动、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情况如下：

A、2016年

资产组2016年12月31日可收回金额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评估报告号 可收回金额

玉溪市红塔区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14号 853.00

昭通市崛起药业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13号 816.00

云南三明鑫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19号 4,176.00

上海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16号 300.85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15号 62.14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20号 42,979.67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22号 3,345.27

山西晋中泰来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18号 1,551.00

山西百姓平价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25号 6,252.00

山西白家药铺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26号 2,370.00

山西长城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17号 17,243.00

成都蜀康医药连锁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27号 4,578.00

成都康福隆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60号 1,178.00

成都市博文百姓大药房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58号 4,348.00

广西百色博爱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23号 4,185.00

广西桂杏霖春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21号 2,142.00

重庆宏声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61号 7,231.00

海南聚恩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57号 408.00

美国瑞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美国瑞福祥经

贸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第A059号 3,317.24

我公司2016年商誉账面价值增减变动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

事项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合并形成 其他 处置 其他

玉溪市红塔区门店收购 630.00 48.15 678.15

昭通市崛起药业门店收购 375.00 375.00

云南三明鑫疆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门店收购

- 3,126.33 3,126.33

上海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153.95 153.95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

558.55 558.55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

30,925.62 30,925.62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 1,611.94 1,611.94

山西晋中泰来公司门店收购 1,300.00 1,300.00

山西百姓平价药房门店收购 5,000.00 5,000.00

山西白家药铺门店收购 2,000.00 2,000.00

山西长城公司门店收购 - 14,658.39 14,658.39

成都蜀康医药连锁公司门店收

购

3,273.50 3,273.50

成都康福隆公司门店收购 869.49 869.49

成都市博文百姓大药房公司门

店收购

- 2,696.19 2,696.19

广西百色博爱公司门店收购 3,300.00 154.32 3,145.68

广西桂杏霖春公司门店收购 1,555.66 - 1,555.66

重庆宏声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门店收购

- 5,542.96 5,542.96

海南聚恩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门店收购

- 226.82 226.82

美国瑞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及美国瑞福祥经贸有限公司

- 1,906.66 - 1,906.66

注：上表中本年减少的调整，是由于年审会计师根据合同及实际执行情况，重新确认了商誉金额。

B、2017年

资产组2017年12月31日可收回金额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评估报告号 可收回金额

玉溪市红塔区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50号 871.47

昭通市崛起药业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61号 1,722.91

云南三明鑫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67号 4,786.27

上海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66号 914.41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70号 1,607.62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54号 44,610.29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53号 3,540.58

山西晋中泰来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74号 1,473.22

山西百姓平价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63号 9,509.37

山西白家药铺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47号 2,321.75

山西长城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46号 17,421.32

成都蜀康医药连锁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58号 4,755.04

成都康福隆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71号 1,506.84

成都市博文百姓大药房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73号 4,284.55

广西百色博爱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51号 5,657.81

广西桂杏霖春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59号 2,424.92

重庆宏声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49号 8,388.01

海南聚恩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69号 398.90

美国瑞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美国瑞福祥经

贸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55号 2,782.13

广西方略集团崇左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60号 4,809.80

眉山市芝林大药房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72号 1,603.99

兴文县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48号 1,311.86

隆昌县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57号 1,090.78

绵竹政盛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56号 1,777.62

四川贝尔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64号 6,098.16

成都同乐康桥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52号 5,595.98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68号 3,556.99

曾理春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65号 1,513.29

（三台）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

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44号 1,280.97

（三台）三台县潼川镇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45号 2,272.60

（三台）三台县潼川镇益丰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43号 1,126.55

广元市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门店收

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062号 3,913.69

我公司2017年商誉账面价值增减变动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合并形成 其他 处置 其他

玉溪市红塔区门店收购 678.15 678.15

昭通市崛起药业门店收购 375.00 375.00

云南三明鑫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3,126.33 3,126.33

上海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153.95 153.95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558.55 558.55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30,925.62 30,925.62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1,611.94 1,611.94

山西晋中泰来公司门店收购 1,300.00 95.74 1,204.26

山西百姓平价药房门店收购 5,000.00 141.78 4,858.22

山西白家药铺门店收购 2,000.00 84.98 1,915.02

山西长城公司门店收购 14,658.39 14,658.39

成都蜀康医药连锁公司门店收购 3,273.50 3,273.50

成都康福隆公司门店收购 869.49 4.42 865.06

成都市博文百姓大药房公司门店收购 2,696.19 2,696.19

广西百色博爱公司门店收购 3,145.68 23.58 3,122.10

广西桂杏霖春公司门店收购 1,555.66 12.43 1,679.89

重庆宏声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5,542.96 5,542.96

海南聚恩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门店

收购

226.82 226.82

美国瑞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美国瑞福

祥经贸有限公司

1,906.66 0.00 1,906.66

广西方略集团崇左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门店

收购

2,679.25 2,679.25

眉山市芝林大药房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1,138.46 1,138.46

兴文县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1,043.28 1,043.28

隆昌县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750.40 750.40

绵竹政盛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1,378.55 1,378.55

四川贝尔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4,500.88 4,500.88

成都同乐康桥大药房门店收购 4,501.44 4,501.44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2,670.95 2,670.95

曾理春门店收购 1,258.19 1,258.19

（三台）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门店收购

981.84 981.84

（三台） 三台县潼川镇老百姓大药房门店

收购

1,900.55 1,900.55

（三台） 三台县潼川镇益丰大药房门店收

购

870.40 870.40

广元市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门

店收购

2,718.60 2,718.60

注：上表中本年减少的调整，是由于年审会计师根据合同及实际执行情况，重新确认了商誉金额。

C、2018年

资产组2018年12月31日可收回金额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评估报告号 可收回金额

玉溪市红塔区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10号 744.22

昭通市崛起药业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14号 2,015.62

云南三明鑫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15号 4,868.98

上海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29号 351.57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30号 914.34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26号 39,420.03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27号 2,165.90

山西晋中泰来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18号 1,454.69

山西百姓平价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17号 8,670.93

山西白家药铺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16号 2,311.70

山西长城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21号 16,756.07

成都蜀康医药连锁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13号 4,076.97

成都康福隆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20号 1,966.06

成都市博文百姓大药房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02号 4,205.54

广西百色博爱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03号 4,856.08

广西桂杏霖春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04号 1,829.96

重庆宏声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11号 5,469.97

海南聚恩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08号 413.97

美国瑞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美国瑞福祥经贸有

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22号 408.06

广西方略集团崇左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06号 4,153.79

眉山市芝林大药房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35号 1,543.86

兴文县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37号 1,189.09

隆昌县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36号 1,000.63

绵竹政盛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38号 1,804.87

四川贝尔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39号 6,076.72

成都同乐康桥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32号 5,767.65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33号 3,547.00

曾理春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34号 1,556.40

（三台）绵阳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23号 1,144.56

（三台）三台县潼川镇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24号 2,053.48

（三台）三台县潼川镇益丰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25号 1,036.17

广元市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31号 3,992.74

云南千弘药业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09号 1,320.47

广西联康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05号 1,263.29

重庆江津邹洪杰/李萍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07号 416.97

山西灵石大众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19号 2,586.68

山西阳泉天润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12号 259.84

四川自贡同盛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028号 596.63

我公司2018年商誉账面价值增减变动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

项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合并形成 其他 处置 减值准备

玉溪市红塔区门店收购 678.15 678.15

昭通市崛起药业门店收购 375.00 375.00

云南三明鑫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门店收购

3,126.33 3,126.33

上海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153.95 153.95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558.55 558.55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30,925.62 30,925.62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1,611.94 1,611.94

山西晋中泰来公司门店收购 1,204.26 1,204.26

山西百姓平价药房门店收购 4,858.22 4,858.22

山西白家药铺门店收购 1,915.02 1,915.02

山西长城公司门店收购 14,658.39 14,658.39

成都蜀康医药连锁公司门店收购 3,273.50 3,273.50

成都康福隆公司门店收购 865.06 865.06

成都市博文百姓大药房公司门店

收购

2,696.19 2,696.19

广西百色博爱公司门店收购 3,122.10 3,122.10

广西桂杏霖春公司门店收购 1,679.89 1,679.89

重庆宏声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门店收购

5,542.96 5,542.96

海南聚恩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门店收购

226.82 226.82

美国瑞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

美国瑞福祥经贸有限公司

1,906.66 1,906.66 -

广西方略集团崇左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门店收购

2,679.25 2,679.25

眉山市芝林大药房有限公司门店

收购

1,138.46 1,138.46

兴文县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1,043.28 1,043.28

隆昌县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门店收购

750.40 750.40

绵竹政盛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1,378.55 1,378.55

四川贝尔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门店收购

4,500.88 4,500.88

成都同乐康桥大药房门店收购 4,501.44 4,501.44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2,670.95 2,670.95

曾理春门店收购 1,258.19 1,258.19

（三台）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981.84 981.84

（三台） 三台县潼川镇老百姓大

药房门店收购

1,900.55 1,900.55

（三台） 三台县潼川镇益丰大药

房门店收购

870.40 870.40

广元市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门店收购

2,718.60 2,718.60

云南千弘药业门店收购 - 392.40 392.40

广西联康大药房门店收购 - 793.29 793.29

重庆江津邹洪杰/李萍门店收购 - 398.34 398.34

山西灵石大众药房门店收购 - 1,683.00 1,683.00

山西阳泉天润大药房门店收购 - 207.27 207.27

四川自贡同盛大药房门店收购 - 375.96 375.96

注：上表中，本年减少金额是由于美国瑞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美国瑞福祥经贸有限公司资产组计提

减值准备形成。

D、2019年

资产组2019年12月31日可收回金额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评估报告号 可收回金额

玉溪市红塔区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22号 1,101.42

昭通市崛起药业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18号 3,102.26

云南三明鑫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21号 4,575.97

上海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26号 386.59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24号 1,016.40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47号 44,220.86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12号 2,419.17

山西晋中泰来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15号 1,920.57

山西百姓平价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11号 7,723.68

山西白家药铺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23号 2,710.29

山西长城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14号 20,997.15

成都蜀康医药连锁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38号 5,875.08

成都康福隆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44号 1,879.27

成都市博文百姓大药房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43号 4,328.08

广西百色博爱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10号 4,300.38

广西桂杏霖春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30号 3,101.40

重庆宏声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35号 9,684.41

海南聚恩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19号 632.62

广西方略集团崇左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25号 5,968.40

眉山市芝林大药房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41号 2,122.18

兴文县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46号 1,398.84

隆昌县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42号 1,338.04

绵竹政盛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39号 1,948.35

四川贝尔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37号 5,448.06

成都同乐康桥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45号 7,497.67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40号 4,506.56

曾理春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31号 1,780.19

（三台）绵阳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29号 1,582.02

（三台）三台县潼川镇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33号 2,557.67

（三台）三台县潼川镇益丰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32号 1,342.06

广元市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36号 5,007.03

云南千弘药业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17号 1,044.67

广西联康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34号 1,781.06

重庆江津邹洪杰/李萍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28号 983.15

山西灵石大众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13号 3,031.93

山西阳泉天润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16号 485.72

四川自贡同盛大药房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27号 759.58

曲靖康桥门店收购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A020号 2,026.77

我公司2019年商誉账面价值增减变动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合并形成 其他 处置 减值准备

玉溪市红塔区门店收购 678.15 678.15

昭通市崛起药业门店收购 375.00 375.00

云南三明鑫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门店

收购

3,126.33 3,126.33

上海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153.95 153.95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558.55 558.55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30,925.62 30,925.62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1,611.94 219.48 1,392.45

山西晋中泰来公司门店收购 1,204.26 1,204.26

山西百姓平价药房门店收购 4,858.22 4,858.22

山西白家药铺门店收购 1,915.02 1,915.02

山西长城公司门店收购 14,658.39 14,658.39

成都蜀康医药连锁公司门店收购 3,273.50 3,273.50

成都康福隆公司门店收购 865.06 865.06

成都市博文百姓大药房公司门店收购 2,696.19 2,696.19

广西百色博爱公司门店收购 3,122.10 3,122.10

广西桂杏霖春公司门店收购 1,679.89 1,679.89

重庆宏声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

收购

5,542.96 5,542.96

海南聚恩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门店收购

226.82 226.82

美国瑞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美国

瑞福祥经贸有限公司

- -

广西方略集团崇左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门店收购

2,679.25 2,679.25

眉山市芝林大药房有限公司门店收购 1,138.46 1,138.46

兴文县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1,043.28 1,043.28

隆昌县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

收购

750.40 750.40

绵竹政盛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1,378.55 1,378.55

四川贝尔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

收购

4,500.88 2,113.73 2,387.15

成都同乐康桥大药房门店收购 4,501.44 4,501.44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门店收购 2,670.95 2,670.95

曾理春门店收购 1,258.19 1,258.19

（三台） 绵阳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门店收购

981.84 981.84

（三台） 三台县潼川镇老百姓大药房

门店收购

1,900.55 1,900.55

（三台） 三台县潼川镇益丰大药房门

店收购

870.40 870.40

广元市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门店收购

2,718.60 2,718.60

云南千弘药业门店收购 392.40 392.40

广西联康大药房门店收购 793.29 793.29

重庆江津邹洪杰/李萍门店收购 398.34 398.34

山西灵石大众药房门店收购 1,683.00 1,683.00

山西阳泉天润大药房门店收购 207.27 207.27

四川自贡同盛大药房门店收购 375.96 375.96

曲靖康桥门店收购 728.63 728.63

注：上表中，本年减少金额是由于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资产组和四川贝尔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门店收购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形成。

问题3：

年报披露，你公司报告期内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预计河南鸿翔一心堂资产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6.2%，

其他资产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均为3%；预计河南鸿翔一心堂主营业务毛利率为26.72%，低于资产组平均毛

利率31.07%。 请说明你公司预计河南鸿翔一心堂资产组收入增长率高于其他资产组，毛利率低于资产组平均

毛利率的原因。

回复：

（1）预计河南鸿翔一心堂资产组收入增长率高于其他资产组的原因

①新开业门店促进增长

河南一心堂2019年新开业经营的门店共5家，新开业门店数量占河南一心堂全部门店数量的30%，根据我

公司的经营经验，新开业门店第二年较第一年的收入增长率在50%以上，开业第三年较第二年的收入增长率

在10%-20%，因此，河南一心堂2019年的新开业门店将会促进河南一心堂的收入增长。

②医保刷卡资质开通促进增长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河南一心堂已开业的16个门店中尚有3个门店未开通医保刷卡资质，根据我公司

的经营经验，开通医保支付后门店营业会增长50-60%，对客流和服务升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河南一心堂余

下3个门店将在2020年开通医保刷卡资质，获取资质后，门店收入将快速提升。

③经营效率提高促进增长

一心堂省会级直营门店和河南一心堂门店经营效率情况：

区域 日均平效（含税，元/平方米） 租金效率（含税，年销售额/租金）

省会级 47.30 11.80

河南一心堂 20.81 6.11

注：日均平效=日均营业收入/门店经营面积；

日均营业收入=门店当年含税营业收入/当年门店营业天数。

租金效率=年平均销售/年租金

河南一心堂的门店集中在郑州区域，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河南一心堂的经营效率明显低于我公司其他

成熟区域的省会级市场。 但河南人口优势明显，河南省2018年常住人口9,605万，属于人口大省，人口密度较

高，后续随着河南一心堂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品牌认知度逐渐形成并提升，经营效率将得到提高，门店销售将

快速增长；其次，河南一心堂店均面积247.87平方米，远高于我公司其他区域门店，还有很大的商品成列空间，

随着河南一心堂规模扩大，后台商品采购能力增强，SKU数量逐步增加，将吸引更多需求客户到店消费，促进

销售增长；另外，河南一心堂正在积极申请获批慢性病和特殊病定零售药店，成功获批后，销售将快速提升。

④2020年收入预测实现情况

河南一心堂2020年1月至6月合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70.67万元，本次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报告中预测河

南一心堂2020年预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76.56万元， 平均计算到1至6月份的预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

438.28万元，河南一心堂2020年1月至6月实际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已达预测目标的102.25%。 （2）毛利率低

于资产组平均毛利率的原因

河南一心堂前身为郑州仟禧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于2016年收购，收购时有4个门店，基于公司战

略定位于布点区域，截止2019年12月31日增加了12个直营门店，但未形成竞争优势，不具有品牌知名度，因此

商品结构方面与其他成熟区域有较大差异，主要以处方药、广告品种等毛利率较低的品类为主，同时采取低价

策略发展客户，故平均毛利率较低。

问题4：

年报披露，你公司预计除河南鸿翔一心堂资产组外，其他资产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3%，高于去年预

计的增长率2%。 请结合资产组近三年的经营业绩、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预计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高于

去年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并据此说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

我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资产组2018年较2017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年化）为2.08%，因此，

在2018年12月31日商誉减值测试时，大部分资产组预测期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基于谨慎性原则确定为2%。资产

组2019年较2018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年化）为10.17%，在2019年12月31日商誉减值测试时结合我

公司门店5年复合增长率3.76%，并基于谨慎性原则，将大部分资产组预测期的主营业务增长率确定为3%。

同行业可比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时，已披露的预测期收入增长率的取值情况详见下表：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2018年 2019年

603233.SH 大参林 2%-16% 3%-14%

603883.SH 老百姓 2%-36% 3%-30%

603939.SH 益丰药房 2.65%-20% 0.64%-18.29%

从上表数据可知， 我公司2018年和2019年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期收入增长率的取值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

比，取值偏谨慎且处于同业较低水平。

我公司基于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测算的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并和年审会计师共同判断，本次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

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问题5：

年报披露，你公司将会员积分计入递延收益，期末余额为2,273万元。请说明会员积分制度的具体情况，以

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会员积分制度的具体情况

公司回复：

为规范会员管理，提升会员服务品质，让会员能真正享受到公司实惠、优质服务，公司制定了《鸿翔一心堂

会员管理制度》。制度内容包括会员级别、会员办理条件、问题会员清理规定、会员权益、会员积分管理办法等。

其中，会员积分管理办法明确了积分获取标准（根据顾客消费额度，会员等级分为普卡、绿卡、金卡、铂金、砖石

会员。 根据会员等级，每消费一元所获积分不同）、积分使用规定，包括：兑换周期、兑换地点、兑换原则和积分

查询办法。在实际兑换业务活动开展时，均有详细的计划，如《关于2017年会员积分兑换的相关通知》、《2019

年关于“积分兑换服务” 项目调整的通知》、《积分兑换“好运到家” 刮卡积分兑换方案》等文件。

①会员积分、等级规则如下：

A、连续12个月未在一心堂门店或一心堂药店小程序消费的会员，进行短信提醒后，仍未消费的，积分将

全部清零，会员等级降为普卡。

B、自2020年1月起，会员获得的积分两年有效，积分失效时间为会员注册月。

例：2020年1月注册的新会员，2020年整年度（2020年1-12月）所获积分，于2023年1月失效；2020年12月

注册的会员，2020年整年度（2020年12月）所获积分，于2023年12月失效。

C、2020年以前注册的老会员，如原注册时间是1月，2020年整年度（2020年1-12月）所获积分，在2023年

1月失效。

②积分兑换方案

一心堂积分兑换目前有实物兑换及优惠券兑换两种方式，门店端兑换比例超过80%。 为进一步提升顾客

满意度，在已有线上、线下积分兑换方式基础上进行优化，丰富顾客选择。 会员运营部按季度明确积分兑换

CRM优惠券兑换档次， 按比例进行积分兑换优惠券设置；或者由顾客选择兑换公司的合作商户免费提供的

消费抵用券。 门店需结合存货保有情况，按现行的积分兑换档次进行兑换，根据季节挑选相应或日常百搭、实

用性强、价值感高的赠品进行重点陈列宣传，打造积分兑换专区，并进行标识。

2019年公司开展了《积分兑换“好运到家” 刮卡积分兑换方案》通过会员沟通渠道及店内宣传推荐方式，

邀请会员引流到店使用积分兑换“好运到家” 刮卡，替代传统门店积分兑换方式。在会员参与兑换刮卡中额外

增加积分消耗。

公司会员积分计划作为公司整体会员回报计划中的一部分，公司将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做

不定期的调整和优化。

（2）会员积分的会计处理

公司回复：

公司实施会员积分奖励计划，顾客可利用累计消费奖励积分兑换礼品或在下次消费时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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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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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公司会员积分计划的内控制度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2）检查本期积分的增减变动是否符合公司的积分政策；

（3）检查本期积分兑换的原始凭证，确认积分兑换的真实性；

（4）检查积分公允价值计算的准确性。

会计师核查后认为：

经核查，公司关于会员积分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6：

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6,493万元，同比增长106倍。 请说明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报

告期内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以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

公司回复：

单位：元

补助项目 2019年发生额 2018年发生额

呈贡基地项目补助 51,063.83 51,063.82

中药饮片加工能力提升产业化项目 100,000.00 100,000.00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 63,119,462.49 457,171.01

云南重要道地药材破壁饮片加工关键技术、质量标准研究及生产规范 238,511.84

进项税加计抵减额 1,375,174.37

重点群体人员就业增值税减免 31,550.00

鸿翔中药科技老厂房改造一期工程 16,666.67

合计 64,932,429.20 608,234.83

①呈贡基地项目补助产生原因为昆明市政府为促进呈贡区经济发展，吸引公司到呈贡区进行投资而对公

司建设生产基地进行的补助。 基地于2013年建设完成，并于完工的第二个月开始按照40年摊销期计提折旧。

②中药饮片加工能力提升产业化项目为公司购建中药饮片产业化生产线，生产线于2017年9月验收完成，

按照10年摊销期计提折旧；于 2013年收到与此项目相关的补助资金100万元，并于资产完工时，按照10年进

行分摊并计入当期损益；2018年与2019年均确认其他收益10万元。

③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的产生原因：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发布《关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若干

增值税问题的公告》规定：“转登记日前连续12个月（以1个月为1个纳税期，下同）或者连续4个季度（以1个

季度为1个纳税期，下同）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以下称应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 的一般纳税人可转登

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公司根据此规定，在2018年开始，逐步把原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门店符合小规模纳税人条

件的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2019年1月1日起，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到10万元（按季纳税

增值税起征点30万元）。 公司把季度销售额小于30万元的小规模纳税人门店申报减免成功的增值税按规定转

入其他收益。

④云南重要道地药材破壁饮片加工关键技术、质量标准研究及生产规范项目为昆明市科学技术局代付的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的2018年省级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该项目预算700万元，云南省科技厅补助140万元。

根据计划书， 省财政科技经费主要用于购置研发用的设备及材料，2019年， 公司在该项目投入材料价值合计

238,511.84元，投入材料成本确认为研发费用，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时，将政府补助分摊238,511.84元从递

延收益转入其他收益。

⑤进项税加计抵减额计入其他收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文件规定：“自

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

应纳税额” ；公司子公司云南三色空间广告有限公司为现代服务业纳税人，可享受上述优惠条件，2019年产生

加计扣除额为1,375,174.37元，计入其他收益。

⑥重点群体人员就业增值税减免：财政部、税务总局以及退役军人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

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元，最高可上浮5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

准” ；《云南省转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文件的通知》 第二条规定：“企业

招用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人员就业的，在3年内按每人每年7800元的定额标准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 公司子公司云南点线运输有限公司2019年职工中有3名退伍

军人以及1名纳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合计扣减增值税31,550.00元，扣减金额

计入其他收益。

⑦鸿翔中药科技老厂房改造一期工程为公司购建中药破壁饮片生产线，云南省政府为推进省中药饮片产

业发展而对公司购建生产线进行补助，由云南省财政厅代发补助资金100万元，收到时计入了递延收益；公司

中药破壁饮片生产线于2019年10月完工，生产线按照10年摊销期计提折旧，因此补助资金按照10年分摊，计

入其他收益，2019年摊销16,666.67元。

（2）报告期内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回复：

由1中表可知， 公司报告期内其他收益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为： 本期小规模纳税人门店减免的增值税增

加。

公司2019年满足免交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门店数量及减免增值税额大幅增加的原因为根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小

规模纳税人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提高到月销售额10万，因此，公司2019年满足免交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门店大幅增加。 公司2018年满足减免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门店合计减免增值税457,171.01元，2019年满足

减免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门店合计减免增值税63,119,462.49元，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额同比增加62,

662,291.48元，导致其他收益大幅增长。

（3）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公司回复：

其他收益中的政府补助项目，具备可持续性，具体分析如下：

其中，呈贡基地项目补助、中药饮片加工能力提升产业化项目与鸿翔中药科技老厂房改造一期工程补助

均为与资产相关的补助，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都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分期计入其他收益；因此，在公司

相关资产摊销期内，该三个项目其他收益具有可持续性。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项目具备可持续性，公司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为门店的增加，单个门店的收入

不会剧烈上涨。随着新开门店的增加，在国家税收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满足免交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门

店数量在可预见期间内会保持稳定，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具备可持续性。 2020年2月，财政部及税务总局

联合发布《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规定：

“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

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2020年4月，财政部及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延长小规模纳

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4号）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

策实施期限延长到2020年12月31日” ；依据上述两个规定，2020年3月起，公司小规模纳税人门店按照1%计提

增值税，在确认达到减免条件时，转入其他收益；计提的增值税降低导致可转入其他收益的应交增值税减少，

公司2020年的其他收益将大幅度降低。 但是，在2021年及以后，适用疫情期间特殊政策的税收文件失效以后，

公司的其他收益将恢复正常。 因此，上述两个文件不影响公司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的可持续性。

重点群体人员就业增值税减免项目具备可持续性， 公司与重点群体人员签订的协议为长期雇佣合同，因

此可在《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

定期间内享受相应的重点群体人员就业税收减免。 因此，重点群体人员就业增值税减免具备可持续性。

进项税加计抵减额项目具备可持续性，公司子公司云南三色空间广告有限公司在可预见未来均从事现代

服务业，可在税务总局规定期间内享受进项税加计抵减。 因此，进项税加计抵减具备可持续性。

云南重要道地药材破壁饮片加工关键技术、质量标准研究及生产规范项目具备可持续性，公司拟长期在

“云南重要道地药材破壁饮片加工关键技术、质量标准研究及生产规范项目” 上进行研发投入，政府补助也将

在我方确认研发支出时进行分摊，因此，研发项目相关的其他收益具备可持续性。

（4）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① 呈贡基地项目、 中药饮片加工能力提升产业化项目以及鸿翔中药科技老厂房改造一期工程三个固定

资产建造项目均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均采用把相应的政府补助按资产使用寿命分摊计入了其他收

益的方法，剩余未摊销资金计入递延收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第八条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

收益的，应当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2018）》规定：“企业对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选择总额

法的，应当将递延收益分期转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

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通常情况下，若政府补助补偿的成本费用是营业利润之中

的项目，或该补助与日常销售等经营行为密切相关（如增值税即征即退等），则认为该政府补助与日常活动相

关” 。

企业采用总额法方式对政府补助进行会计核算。 因此，上述三个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根据规定《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2018）》的相关规定分期转入其他收益。

上述三个资产相关的折旧费用都属于营业利润之中的项目（相关设备用于生产或者经营），因此，政府补

助应分期转入其他收益。

综上，企业对此三个项目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②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在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号规定）减免税条件时，向主管税务局申报减免后，从应交增值税转入其他收益；重点群体人

员就业增值税减免，在实际扣减增值税时，计入其他收益。

财政部下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规定：“对于当期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减免税款）” 科目，贷记损益类相关科目” 。 因此，公司在确认小规模纳税人门店销售额未达到起征点时，

把应交增值税转入其他收益；按照重点群体人员就业相关税收规定扣减增值税时，扣减的增值税计入其他收

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2018）》规定：“本准则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通常情况下，若政府补助补偿的成本

费用是营业利润之中的项目，或该补助与日常销售等经营行为密切相关（如增值税即征即退等），则认为该政

府补助与日常活动相关” 。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重点群体人员就业增值税减免与日常销售等经营行为密切相关，应把减免的

增值税计入其他收益。

综上，公司对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③ 企业对研发项目（云南重要道地药材破壁饮片加工关键技术、质量标准研究及生产规范）的政府补助

处理方式：在收到时计入递延收益，在确认研发费用的期间，计入其他收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2018）》规定：“对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企业同样可

以选择采用总额法或净额法进行会计 处理： 选择总额法的， 应当计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 、“本准则规

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通常情

况下，若政府补助补偿的成本费用是营业利润之中的项目，或该补助与日常销售等经营行为密切相关（如增

值税即征即退等），则认为该政府补助与日常活动相关” 。

由于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活动有关，企业产生的费用计入了研发费用；因此，此补助与企业日常活动相

关。 公司对政府补助采用总额法处理，因此应在企业确认研发费用的期间，把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综上，公司对研发活动相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④ 公司对进项税加计抵减额的处理方式：在实际缴纳增值税时，按加计抵减的金额贷记“其他收益” 科

目。

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适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

读》规定：“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取得资产或接受劳务时，应当按照《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对增值税相关业务进行会计处理；实际缴纳增值税时，按应纳税额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等科目，

按实际纳税金额贷记“银行存款” 科目，按加计抵减的金额贷记“其他收益” 科目” 。

公司对进项税加计抵减额的处理方式符合上述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检查本期小规模纳税人门店减免增值税与其收入的匹配性，对小规模纳税人门店减免增值税的金额

进行重新分析测算；

（2）我们选取样本，检查了减免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门店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减免金额与账面确认

的减免金额是否相符；

（3）检查政府补助相关的文件及收款记录；

（4）对递延收益的分摊进行了重新测算；

（5）对研发费用进行了细节测试，检查其研发使用的材料及设备的购买领用记录；

（6）对进项税加计抵减额进行了重新测算，并核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7）检查了重点群体人员就业增值税减免相关的纳税申报表；

（8）检查了退伍军人的《退出现役证》，检查与重点就业群体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及为其缴纳保险记录。

经核查，我们认为一心堂其他收益同比增长106倍无异常，具备可持续性，其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