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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320 000元，发生清算损失 360 000元，由 A、B、C三人平

均分担。全部现金 440 000元（120 000+320 000）用于清偿债

务后，还有 80 000元债务未予清偿。承担清算损失后，合伙人

A的资本账户余额为 54 000元，合伙人 B和合伙人 C的资本

账户余额分别为借方 70 000元和借方 64 000元。各合伙人的

个人资产和个人负债如表 5所示：

由于合伙人 A的个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负债，合伙

人 B的个人资产仅仅足以清偿个人负债，所以企业的债权人

只能从合伙人 C那里得到清偿，合伙人 C偿还了合伙企业的

80 000元债务。由于合伙人 B已经没有资产补足其在合伙企

业中的资本账户借方余额 70 000元，该亏损金额应由合伙人

A和合伙人 C来分担。按相对损益分配比例，合伙人 A与合

伙人 C应分别分担 35 000元，此时，合伙人 A的资本账户余

额为：54 000-35 000=19 000（元）；合伙人 C的资本账户余额

为：80 000-64 000-35 000=-19 000（元），则合伙人 C还须向

合伙企业缴纳现金 19 000元。

三尧对简单清算会计处理方法的评价

由于一般情况下合伙企业非现金资产变现容易，变卖损

益能在短期内按损益分配比例分配到相应的合伙人账户，清

偿债务和分配剩余现金这些工作都比较简单，因此简单清算

能比较迅速地完成。即使在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某合伙人资

本账户出现借方余额的现象，也可由资本账户为贷方余额的

合伙人分摊这部分损失，或由资本账户出现借方余额的合伙

人补足这部分损失而继续进行合伙企业资金的分配。

另外，简单清算方法较为简便，它能将清算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集中解决，而且该方法根本不会出现超额分配等不公平

现象。因此合伙企业清算时，当非现金资产变卖不能一次完

成，需分批变卖，各合伙人不急于分配现金时，仍然可待非现

金资产全部变卖后一次结转清算损益，并将其转入各合伙人

资本账户，视同简单清算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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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某一大型集团在改制过程中，集团内部甲公司并购乙工

厂。集团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乙工厂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

估，同时又对甲公司投资到乙工厂的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的

结论是：甲公司向乙工厂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控股比例为

60%，甲公司投资到乙工厂的资产公允价值比乙工厂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股权份额高出 20亿元。甲公司对是否将这

20亿元作为“商誉”入账产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我

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以下简称

“企业合并应用指南”）中的规定，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

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合

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另一种观点认为，集团内部单位之间

的兼并，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不产生也不核算商誉。针

对此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以下分析。

我国企业合并应用指南将商誉产生界定在“非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并”范围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因为合并

双方都受同一方控制，则合并双方不具备独立的市场交换主

体地位，不能产生自愿的、公平的“公允价值”，会计核算应按

账面价值计价。所谓“公允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

有关商誉确认的案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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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产生两种商誉：一是“合并报表商誉”，二是“入账核算商誉”。后一种商誉是在“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吸收合并（被合并方独立法人资格注销）时产生。企业在“非合并”方式下和“同一控制下”合并不产生商誉

也不核算商誉。本文用实例说明了上述两种商誉的确认方法，以期对实务工作者有所启示。

【关键词】企业合并 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 商誉 会计确认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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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产

100 000

200 000

400 000

个人负债

210 000

200 000

220 000

表 5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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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例如，在企业兼并过程中，兼并一方的

报价能被被兼并方接受而成交，则企业并购报价应作为并购

双方的公允价值计量。

根据企业合并应用指南的规定，企业对外投资时不确认

商誉有以下三种情况：情况一，企业采用“非合并”方式取得长

期股权投资达不到控股情况时不产生商誉。这种“非合并”方

式不论是采用成本法核算，还是采用权益法核算，都不产生商

誉。从成本法的角度进行分析。企业对外投资时对被投资单位

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

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不涉及合

并“份额”，则不产生商誉。从权益法的角度进行分析。企业对

外投资时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形成合

营企业或联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虽然确认投资“份额”，

但由于不编制合并报表，初始投资计量时不确认商誉。情况

二，企业在“同一控制下”进行合并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时不产

生商誉。这是因为合并双方都受同一方控制，不具独立的市场

交换主体地位，不能“讨价还价”产生自愿接受的“公允价值”，

会计核算按账面价值计价，所以不会产生商誉。情况三，商誉

的确认是指“正商誉”，不包括“负商誉”。

案例一的分析结论是：淤集团内部单位之间兼并一般不

需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价值评估。如果评估是为了合理

确定股权份额也未尚不可，但评估价值不作为会计处理的

依据。于集团内部单位之间兼并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它不产生商誉也不核算商誉。盂“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按账面价值进行账务处理。就案例一而言，合并方在合并

日应进行如下账务处理：借：长期股权投资（被合并方账面净

资产伊股权比例）；贷：固定资产清理（投出固定资产账面净

额），银行存款等（货币资金支付额等）。借记或贷记“资本公

积”科目（股权份额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若合并方账面上

“资本公积”的余额不足以冲减上述分录中的借差，则借记“盈

余公积”、“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

案例二

A 公司为获得 B 公司 10 万箱的烟草生产指标和专卖

权，以承担 B 公司全部债务为代价对其进行并购（吸收合

并）。B 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5 000 万元，账面负债总额为

7 000万元，账面所有者权益为-2 000万元。为安置富余职工

和退休人员以及企业恢复再生产，A公司支出 4 000万元。A

公司对吸收合并 B公司时如何入账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观

点认为，A公司兼并 B公司后，B公司法人资格被注销，成为

A公司的一个车间，A公司付出资产应列入“拨付所属资金”

科目核算；另一种观点认为，A公司吸收合并 B公司多付出

的资产价值应作为“商誉”入账。针对此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

以下分析。

“拨付所属资金”是指由总公司拨付给直属的各级生产、

经营单位用于生产经营周转的各项资金。如总公司拨给分公

司的生产经营资金，对总公司来说是“拨付所属资金”，对分公

司来说是“上级拨入资金”。

从上述案例二可知，A公司兼并 B公司后，B公司成为 A

公司的一个车间，而不是一个分公司，其会计主体从属于 A

公司，所以使用“拨付所属资金”科目进行核算，将 B公司作

为与 A公司同等地位会计主体对待是错误的。

按照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对外投资时确认的

商誉有“合并报表商誉”和“入账核算商誉”两种，具体分为以

下四种情况：情况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控股合并，采用成

本法进行日常核算，采用权益法编制合并报表，当合并日控股

方合并成本大于股权投资“份额”，并在合并日编制合并报表

时，编制合并报表时就产生“合并报表商誉”。情况二，“非同一

控制下”企业新设合并，当控股方在合并日需要编制合并报表

时，也有可能产生“合并报表商誉”。情况三，“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吸收合并，被合并方独立法人资格注销，合并方拥有被合

并方全部净资产，被合并方各项资产、负债纳入合并方账簿体

系中。当合并日合并方合并成本大于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时，合并方要确认所产生的商誉，计入“商誉”账户进

行详细核算，产生“入账核算商誉”。情况四，企业采用“非合

并”方式取得长期股权达到控股情况时，期末编制合并报表有

可能产生“合并报表商誉”。

案例二的分析结论是：淤A公司兼并 B公司是两个独立

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并购，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A公司付出资产是并购中付出的代价，不是给分公司的拨款。

于A公司兼并 B公司应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价值评估，

同时应根据评估价值进行协商，确定双方自愿接受的或认同

的“公允价值”。A公司在并购时不进行价值评估是不对的。

盂非同一控制下的 A公司吸收合并，B公司法人资格注销，

其各项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应纳入合并方账簿体系中核算。

就案例二而言，合并方 A公司在合并 B公司的当日应进行

如下账务处理（假定合并日 B公司资产公允价值为 4 300万

元，负债公允价值为 7 200 万元，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2 900万元）：借：各资产科目 4 300万元，商誉 6 900万元；

贷：各负债科目 7 200万元，银行存款 4 000万元。

【注】本文系江苏省财政厅重点科研课题野新会计准则

应用研究冶咱苏财会渊2007冤57号暂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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