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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8－076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

及财务报表格式修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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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及财务报表格式修订对公司财务报表

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利润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执行新修订的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及财务报表格式修

订概述  

（一）变更情况概述 

中国财政部于 2017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于 2017年 7 月 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 由于上述对财务报表格式的新要求，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需对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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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执行新的财务报表格式要求。 

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本集团”）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执行上述

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对收入、金融工具方面的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详见附件一《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对比表》），并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二）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8年 8月 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主要会计

政策与会计估计内容及财务报表格式修订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及财务

报表格式修订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执行新修订的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内容及财务报告

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方面 

本集团按照准则的规范重新评估本集团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

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经本集团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

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集团 99%以上的收入为销售货品取

得的收入，收入确认时点为将货品控制权转移至客户时确认收入，采用新

收入准则对本集团财务报表列报无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方面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

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集团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

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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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

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为确认减值，引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该模型主要

为 “三阶段”方法，这种方法以初始确认后金融资产信用质量的变化为

基础，金融资产随信用质量变动在这三个阶段内转变，不同阶段决定企业

对减值损失的计量方法及其实际利率法的运用方式。 

在本准则施行日，本集团按照本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

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进行调整。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

入本准则施行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于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

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和计量做出以下调整： 

（1）将以前年度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权益性投资分类为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其后续累计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即使处置时也不得重分类至损益。 

（2）将以前年度按摊余成本后续计量应收款项，以新准则施行日的

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对其进行业务模式评估、以其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

情况为基础对其进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测试，根据评估测试结果，将按摊

余成本计量的应收款项继续以摊余成本计量。经评估与测试，采用新金融

工具准则对本集团应收款项列报无重大影响。 

本集团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 2018年 1月 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

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1） 本集团所有者权益、财务报表列报的影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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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账面金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18

年 1 月 1 日账面金额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4,875,057.73        (4,875,057.73)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38,859,674.96    (1,038,859,674.96)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62,686,231.77       62,686,231.77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975,856,856.18      975,856,856.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8,850,739.31           778,746.71      389,629,486.02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70,206,938.27)         63,388,106.49       (6,818,831.78)   

未分配利润   6,285,996,409.09       (67,801,004.52)    6,218,195,404.57  

（2） 本公司所有者权益、财务报表列报的影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账面金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18

年 1 月 1 日账面金额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4,875,057.73        (4,875,057.73)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35,180,994.75    (1,035,180,994.75)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57,494,587.03       57,494,587.03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977,369,820.71      977,369,820.7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8,368,848.19           778,746.71      109,147,594.90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64,737,939.47)        64,954,866.01          216,926.54  

未分配利润   4,024,415,273.84       (69,367,764.04)    3,955,047,509.80  

 

3、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方面 

本集团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半年

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

影响如下： 

（1）2017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公司资产负债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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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702,655,475.08    (1,702,655,475.08)  —                   

应收账款    1,113,769,006.51    (1,113,769,006.51)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2,816,424,481.59)   2,816,424,481.59  

应收股利      552,938,523.45     (552,938,523.45)  —                   

其他应收款      209,318,838.53     (552,938,523.45)      762,257,361.98  

应付票据      252,226,384.82     (252,226,384.82)  —                   

应付账款    2,802,200,696.28   (2,802,200,696.28)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3,054,427,081.10)    3,054,427,081.10  

应付利息         253,966.40         (253,966.40)  —                   

应付股利       45,446,017.79      (45,446,017.79)  —                   

其他应付款    2,399,394,477.50        (45,699,984.19)    2,445,094,461.69  

长期应付款       20,171,809.73        (14,954,855.39)       35,126,665.12  

专项应付款       14,954,855.39       (14,954,855.39)  —                   

合计 9,113,330,051.48  —  9,113,330,051.48                    

○2 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  679,046,805.63 (679,046,805.63) —  

应收账款  265,693,684.36 (265,693,684.36)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944,740,489.99 944,740,489.99  

应收股利  656,897,700.00 (656,897,700.00) —  

其他应收款  1,527,015,254.36 656,897,700.00 2,183,912,954.36  

应付票据  908,082.74 (908,082.74) —  

应付账款  331,740,567.20 (331,740,567.20)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332,648,649.94 332,648,649.94  

应付股利  477,452.11 (477,452.11) —  

其他应付款  1,122,916,120.25 477,452.11 1,123,393,572.36  

合计 4,584,695,666.65 —  4,584,695,666.65 

 

（2）2017 年半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公司利润表项目： 

○1 合并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管理费用 709,789,679.18 (133,758,130.04) 576,031,549.14  

研发费用 —  133,758,130.04 133,758,130.04  

合计 709,789,679.18 —  709,789,679.18 

○2 公司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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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76,683,500.17 (31,848,792.88) 144,834,707.29  

研发费用 —  31,848,792.88 31,848,792.88  

合计 176,683,500.17 —  176,683,500.17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修订的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及财务报表

格式符合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本期以及以前年度

所有者权益、净利润未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修订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同意本次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及财务报表格式修订。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修订的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内容及财务

报表格式是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且该等修订对公司当期净利润、股东权益及现金流量无重大影

响，对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因此，同意本次主要会

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及财务报表格式修订。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修订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修订的意见函。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