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目前的准则，投资性

房地产在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取

得的情况下，无论何种持有意

图，均可以采用成本模式或者

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这实际上忽略了持有意图对会

计计量的影响。而对于金融资

产，现行准则又因持有意图不

同而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式。在

同一准则体系下，出现这种“厚

此薄彼”的现象，会影响准则内

在逻辑的一致性。因此，有必要

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中考

虑持有意图的影响。

1. 计量模式的设想。不同

的持有意图需要不同的会计信

息。《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

量》（以下简称“22号准则”）在

会计信息和持有意图的匹配上

已经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以下三类投资性房地产在持有

意图方面仍在四类金融资产的框架之内，因此，我们可以用与

金融资产相同的逻辑重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

（1）用于赚取资本增值的投资性房地产。其本质和收益实

现方式都类似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可比照交易性金融资产进

行后续计量。即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并不予计提减值准备。

（2）用于赚取租金的投资性房地产。其现金流量回收模式

与持有至到期的债权投资类似，可比照持有至到期投资进行

后续计量。即采用成本模式，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提折旧或者

摊销，有减值迹象的应予以计提减值准备。

（3）兼有赚取租金和资本增值两种意图的投资性房地

产。其性质上等同于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可比照可供出售的

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即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但公允价值的

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有减值迹象的应予以计提减值准备。

2. 公允价值能否取得的考虑。我们已经从理论上比照金

融工具重新构建了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但问题是，

和金融工具相比，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更不易取得。对于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用于赚取资本增值的投资

性房地产和兼有两种意图的投资性房地产，其公允价值很多

情况下都不易取得。用公允价值计量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在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计量模

式就是成本模式。这在 22号准则中也得到了体现，对于“贷款

和应收款项”这类金融资产的划分和后续计量，就是基于同样

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比照 22号准则的做法，在投资性房地

产中构建第四类，即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投资性房地产，

用成本模式对其进行后续计量。

3. 四类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鉴于不同计量模式对会计

报表的重大影响，应严格限制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参照 22

号准则，应严格禁止用于赚取资本增值的投资性房地产和其

他类别的投资性房地产之间相互转化。其他类别之间的相互

转化应设定严格的限制条件。茵

对于企业持有的各类存货，在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时，最关

键的问题是确定估计售价。企业应根据不同情况确定存货的

估计售价。

1. 库存商品的期末计量。库存商品的可变现净值=估计

售价原估计的销售费用原估计的销售税金。企业为执行销售合

同而持有的存货（如产成品或商品），通常应当以产成品或商

品的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如果企业持有

产成品或商品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产

成品或商品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产成品或商品的一般销售价

格作为计算基础。很多会计初学者对该部分内容理解不够透

彻，不能准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现举例如下：

例 1：甲公司期末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计价。2006年 9月 26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由

甲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6 日向乙公司销售电子设备 10 000

台，单位成本为每台 1.5万元。2006年 12月 31日市场销售价

格为每台 1.4万元，预计销售税费为每台 0.1万元。

易发生的错误处理方法：电子设备的可变现净值=10 000伊

（1.5-0.1）+3 000伊（1.4-0.1）=17 900（万元），而电子设备的账

面成本=13 000伊1.4=18 200（万元）。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应按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300 万元（18 200-17 900）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会计分录为：借：资产减值损失 300万元；贷：存

货跌价准备 300万元。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在计算可变现净值时，合

同约定部分和非合同约定部分的可变现净值可以加总得出总

的电子设备可变现净值，但是在确认存货跌价准备时必须注

意将合同部分与非合同部分分开计算，会计准则中未对这一

点进行详细说明，很容易造成初学者的误解。该题正确做法如

下：合同约定部分的可变现净值=10 000伊（1.5-0.1）=14 000

（万元），相比其账面成本 14 000万元（10 000伊1.4），没有发生

增值或贬值。非合同约定部分的可变现净值=3 000伊（1.4-0.1）

=3 900（万元），相比其账面成本 4 200万元（3 000伊1.4），发生

贬值 300万元，应予以认定。会计分录为：借：资产减值损失

300万元；贷：存货跌价准备 300万元。

2. 材料的期末计量。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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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A公司 1997年兴建了一幢办公楼，随着城市的发展，

该办公楼大幅度升值。2006年 6月，该办公楼的账面净值为

500万元，经评估确认后的价值为 2 000万元。2006年 7月，A

公司与 B公司共同投资兴办了一家餐饮企业 C公司，A公司

以该办公楼投资入股，B公司出资 1 000万元（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 25%，假设不考虑其他税费）。

《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2000］118号）规定，企业以经营活动的部分非货币性资产

对外投资，应在投资交易发生时，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

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经济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并

按规定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被投资单位接受的上

述非货币性资产，可按经评估确认后的价值确定有关资产的

成本。

根据国税发［2000］118号文件的规定，A公司应确认的

资产转让所得=2 000-500越1 500（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资

产转让所得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1 500伊25%越375（万元）。

同时，A公司应确认该长期投资的计税成本为 2 000万

元，C公司取得该办公楼的计税成本为 2 000万元，并可提取

折旧在税前列支。

筹划方案：A公司该项投资业务可以分两步：

第一步：A公司将该办公楼和一部分负债从公司资产中

剥离，以企业分立的形式成立 D公司，A公司股东拥有 D公

司的全部股权，分立过程中非股权支付额为 0，同时，B 公司

单独注册成立 C公司。

《关于企业合并分立业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2000］119号）规定，分立企业支付给被分立企业或其股东

的交换价款中，除分立企业的股权以外的非股权支付额，不高

于支付的股权票面价值（或支付的股本的账面价值）20%的，

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被分立企业可不确认分离资产的转让

所得或损失，不计算所得税。分立企业接受被分立企业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的成本，须以被分立企业的账面净值为基础结转

确定，不得按经评估确认的价值进行调整。

根据国税发［2000］119号文件的规定，因为 A公司分立

业务中非股权支付额为 0，所以 A公司分出资产不需要确认资

产转让所得，而 D公司取得该办公楼的计税成本为 500万元，

即只能按 A公司原账面价值 500万元提取折旧在税前列支。

第二步：D公司以整体资产转让的形式，将其所有资产

（包括该办公楼）和负债整体转让给 C公司，D公司股东（即

A公司）取得 C公司相应的股权，而整体资产转让过程中非

股权支付额为 0，D公司应将全部资产和负债转为长期股权

投资，并作如下账务处理：借：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负债

类科目；贷：资产类科目。

国税发［2000］118号文件同时规定，如果企业整体资产

转让交易的接受企业支付的交换额中，除接受企业股权以外

的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的票面价值（或股本

的账面价值）20%的，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转让企业可暂不

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转让企业取得接受企业的股

权的成本，应以其原持有的资产的账面净值为基础确定。接受

企业接受转让企业的资产的成本，须以其在转让企业原账面

净值为基础结转确定，不得按经评估确认的价值调整。《关于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

税发［2003］45号）补充规定，符合国税发［2000］118号文件第

四条第（二）款规定转让企业暂不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的

整体资产转让改组，接受企业取得的转让企业的资产的成本，

可以按评估确认价值确定，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根据国税发［2000］118号文件的规定，因为 D公司整体

资产转让业务中，非股权支付额为 0，所以 D公司不需要确认

资产转让所得。根据国税发［2003］45号文件的规定，C 公司

可按评估确认后的价值确定该办公楼的计税成本为 2 000万

元，并可提取折旧在税前列支。茵

利用整体资产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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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

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1）用于生产的材料：用于生产材料的可变现净值=终端

完工品的预计售价-终端完工品的预计销售税金-终端完工

品的预计销售费用-预计追加成本。这类题目易发生的错误

是：未能很好地理解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条件而盲目地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现举例如下：

例 2：2007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库存原材料———A材料

的账面成本为 1 200万元，单位成本为 6万元/件，数量为 200

件。市场销售价格总额为 1 000万元，单位价格为 5万元/件。

材料生产的产成品———W5 型机器的市场销售价格为 10万

元/台，成本为 8万元/台。将每件 A材料加工为W5型机器尚

需 6万元/台，估计发生运杂费等销售费用 0.3万元/台。

期末易发生的错误处理方法：A材料的可变现净值=10伊

200-6伊200-0.3伊200=740（万元），成本为 1 200万元，故应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460万元（1 200-740）。会计分录为：借：资产

减值损失 460万元；贷：存货跌价准备 460万元。

这种做法错在未能很好地理解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条

件。本题中终端完工品W5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10伊200-

0.3伊200=1 940（万元），大于其成本 1 600万元（8伊200），并没

有发生价值减损。因此，用于生产的 A材料即使其账面成本

已高于市场价值，也不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仍按 1 200万元

列示在 2007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的存货项目之中。

（2）用于销售的材料：其可变现净值的计算与库存商品

大同小异。用于销售材料的可变现净值=材料的预计售价-材

料的预计销售税金-材料的预计销售费用。在此不再赘述。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