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待转资产价值冶科目袁如果接受捐赠企业自行支付固定资产

增值税进项税额袁 则应按支付的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袁

贷记野银行存款冶等科目袁按接受捐赠固定资产的价值袁贷记

野资本公积冶尧野待转资产价值冶科目遥如果接受捐赠企业另支

付其他费用如运输费等袁还应贷记野银行存款冶等科目遥

缘援销售本企业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核算遥企业销售自

己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袁如该项固定资产取得时袁其增值税进

项税额已记入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渊固定资产

进项税额冤冶科目袁则销售时计算确定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袁应借

记野固定资产清理冶科目袁贷记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交增值税渊销项

税额冤冶科目曰如该项固定资产取得时袁其增值税进项税额未记

入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渊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冤冶

科目袁 则按税法规定在销售时允许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袁应

借记 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 渊固定资产进项税

额冤冶科目袁贷记野固定资产清理冶科目袁销售时计算确定的增值

税销项税额袁应借记野固定资产清理冶科目袁贷记野应交税金要要要

应交增值税渊销项税额冤冶科目遥

例 圆院某企业出售一台使用过的设备袁原价 源远愿 园园园元渊含

增值税冤袁已使用 猿年袁计提折旧 员圆园 园园园元袁售价为 猿缘员 园园园

元渊含增值税冤遥假设该项固定资产取得时袁其增值税进项税

额未记入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渊固定资产

进项税额冤冶科目袁则有关账务处理如下院

渊员冤固定资产转入清理时袁借院固定资产清理 猿源愿 园园园元袁

累计折旧 员圆园 园园园 元曰贷院固定资产 源远愿 园园园元遥借院应交税

金要要要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渊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冤远愿 园园园元曰

贷院固定资产清理 远愿 园园园元遥

渊圆冤收到价款时袁借院银行存款 猿缘员 园园园元曰贷院固定资产

清理 猿缘员 园园园 元遥借院固定资产清理 缘员 园园园 元曰贷院应交税

金要要要应交增值税渊销项税额冤缘员 园园园元遥

渊猿冤结转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时袁借院固定资产清理 圆园 园园园

元曰贷院营业外收入 圆园 园园园元遥

远援固定资产购入后发生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情况的核算遥企

业购入固定资产时已按规定将增值税进项税额记入 野应交税

金要要要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渊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冤冶科目的袁

如果相关固定资产专用于非应税项目尧免税项目尧集体福利和

个人消费袁 以及将固定资产供未纳入抵扣适用范围的机构使

用等袁应将原已记入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渊固

定资产进项税额冤冶科目的金额予以转出袁借记有关科目袁贷记

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渊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

出冤冶科目遥

另外袁 企业将应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减未交增值

税时袁应借记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交增值税渊未交增值税冤冶科

目袁贷记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渊已抵扣固定

资产进项税额冤冶科目遥期末袁企业以当期新增增值税税额抵

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时袁应借记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新增增值税税额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冤冶科目袁贷记野应交

税金要要要应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 渊已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额冤冶科目遥笫

一、问题的提出

通用报表系统主要用来灵活实现企业报表的呈现与打

印遥目前袁我国的通用报表系统主要用于财务与会计报表的

呈现与打印袁 都表现为类似 耘载悦耘蕴的风格特点袁 可用操作

耘载悦耘蕴表格的方法渊或类似方法冤操作这些系统遥这类系统都

存在着不能真正实现灵活的数据源取数的问题遥目前的通用

报表系统是不可以自定义取数源与取数函数或公式的袁而只

能选择系统提供的有限的取数函数或公式来自定义报表袁如

果需要实现对这些取数函数或公式以外的数据资源的访问袁

如取非财务数据制作管理报表或者需要更灵活地进行取数

就不方便了遥一个真正灵活的报表系统应该可以自定义取数

源尧取数函数或公式以及变量袁且能与 耘载悦耘蕴兼容遥

二、实现条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

市面上一直流行一个叫 云燥则皂怎造葬 韵灶藻的 粤糟贼蚤增藻载的专业

控件袁 其不同版本可以实现与 耘载悦耘蕴不同版本的完全兼容

渊除 酝粤悦砸韵 和 灾月粤 外冤遥 通过开发基于 云燥则皂怎造葬 韵灶藻 的

粤糟贼蚤增藻载通用报表系统袁 即可实现 耘载悦耘蕴报表的通用功能袁

这样凡会使用 耘载悦耘蕴的用户即可使 耘载悦耘蕴的简单尧 方便尧

灵活在设计的通用报表系统中得以体现遥 但要获得真正灵活

的通用报表系统袁在上述系统的基础上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院

淤可以通过一种方式自己定义取数函数或公式曰 于可以通过

一种方式自己定义部分变量曰 盂设计通用报表系统时可以利

用这些自定义的函数或公式尧 自定义的变量及像 耘载悦耘蕴中

可以通用的公式尧变量尧函数等组成表达式曰榆上述自定义的

表达式可以被系统认识渊即系统本身可翻译与识别冤袁并可以

取得需要的数据遥

三、实现思路

要解决上述问题袁 必须在一个与 耘载悦耘蕴兼容的报表系

统中建立一个编译器来解决其中的核心问题袁即上述问题四遥

如何建立一个这样的编译器则是问题的关键遥笔者假设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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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式 院云燥则皂怎造葬 越云怎灶糟员 渊增葬则员袁增葬则圆袁悦韵晕杂栽冤垣粤猿垣月源垣

杂哉酝渊粤员院粤缘冤垣云怎灶糟圆渊增葬则员袁悦韵晕杂栽袁增葬则猿袁噎冤垣灾葬则源垣灾葬则缘垣

云怎灶糟猿渊冤伊渊原员冤遥

对上述表达式笔者分析如下院 表达式中有多个函数袁其

中有三个自定义函数渊云怎灶糟员袁云怎灶糟圆袁云怎灶糟猿冤袁有一个系统函数

渊杂哉酝冤袁有单元格变量渊如 粤猿袁月源冤遥表达式可以有多个函数袁

自定义函数可以有零到多个参数袁 其中应该有变量和常量袁

这是上述表达式的基本情况遥

设计出的编译器至少要能实现对上述表达式的编译与识

别遥 由于 云燥则皂怎造葬 韵灶藻 与 耘载悦耘蕴 兼容袁 因此通过 云燥则皂怎造葬

韵灶藻实现这样的表达式识别有一定的基础袁 如系统函数尧单

元格变量尧系统常量尧系统变量及由此组成的表达式系统是

可以识别的遥

现在的问题是袁如何识别用户定义的各类常量尧变量尧函

数以及这些自定义函数参数的自定义变量等袁这些特性的识

别是我们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遥在实现时袁笔者在数据库中建

立了两个表袁 一个用于存放用户定义的各类常量和变量袁另

一个用于存放用户定义的各类函数遥 这样通过系统设置袁这

些信息即可进入系统袁得到系统的统一管理遥然后袁在上述表

达式中袁分别在用户定义的常量尧变量和函数前面加一特殊

符号渊如野溢冶冤加以鉴别袁这样当我们识别并替换完这些带野溢冶

的表达式后袁云燥则皂怎造葬 韵灶藻即可完成对整个表达式的识别袁通

过提取数据库中的数据袁即可把表达式转换为数量信息袁达到

报表数据呈现的要求遥

四、算法实现分析

一方面袁对于会计报表数据取数有一些特殊要求院淤历

史数据的获取曰于表间取数渊或称账上取数冤曰盂数据一致与

校验曰榆报表设计与数据呈现分离曰虞报表生成自动化遥

另一方面袁具体分析表达式时有如下难点院淤表达式语

法可能有错误袁需要做语法检查遥于变量有多个袁且有多种类

型袁必须只处理用户定义的系统级和用户级变量袁且用户定

义的各类变量都要求被处理袁 并要处理好变量的数据类型遥

盂函数也有多个袁且有多种类型袁必须只处理用户定义的系

统级和用户级函数袁 且用户定义的各类函数都要求被处理遥

另外袁函数中还含有各类变量袁这些变量也需要识别与处理遥

榆对表达式中各类用户级变量尧函数的分析和识别以及数据

提取变换后的结果依然是表达式袁 且要完全被 云燥则皂怎造葬 韵灶藻

本身识别和转换为最终结果数据遥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袁建立如下系列函数以实现对表达式

的分析院云砸藻责造葬糟藻粤造造渊泽贼则蚤灶早冤院泽贼则蚤灶早要要要表达式分析入口袁由此函

数完成对整个表达式的识别工作遥 由它调动以下函数来实

现遥云云蚤灶凿灾葬则渊泽贼则蚤灶早冤院泽贼则蚤灶早要要要分析与发现表达式中的变量袁包

括非法变量的识别遥云郧藻贼灾葬则灾葬造怎藻渊泽贼则蚤灶早冤院泽贼则蚤灶早要要要到数据库

中获得此变量的数字值或字符串遥云砸藻责造葬糟藻灾葬造怎藻渊泽贼则蚤灶早冤院

泽贼则蚤灶早要要要用数字值或字符串替换变量或函数遥云云蚤灶凿陨灶灶藻则云怎灶糟

渊泽贼则蚤灶早冤院泽贼则蚤灶早要要要分析与发现表达式中的内部函数袁包括非法

函数的识别遥云郧藻贼陨灶灶藻则云怎灶糟灾葬造怎藻渊泽贼则蚤灶早冤院泽贼则蚤灶早要要要到数据库

中获得此内部函数的数字值遥云云蚤灶凿云怎灶糟渊泽贼则蚤灶早冤院泽贼则蚤灶早要要要分

析与发现表达式中的用户定义函数袁 包括非法函数的识别遥

云郧藻贼云怎灶糟灾葬造怎藻渊泽贼则蚤灶早冤院泽贼则蚤灶早要要要到数据库中获得此用户定义

函数的数字值遥

五、编译器的实现步骤

第一步袁变量的识别与替换院淤分析与发现表达式中的变

量袁包括非法变量的识别曰于到数据库中获得此变量的数字值

或字符串曰盂用数字值或字符串替换变量或函数遥

第二步袁内部函数的识别与替换院淤分析与发现表达式中

的内部函数袁包括非法函数的识别曰于到数据库中获得此内部

函数的数字值曰盂用数字值替换变量或函数遥

第三步袁自定义函数的识别与替换院淤分析与发现表达式

中的用户定义函数袁包括非法函数的识别曰于到数据库中获得

此用户定义函数的数字值曰盂用数字值替换变量或函数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以上步骤不可以颠倒遥

六、算法实现实例分析

表达式 院云燥则皂怎造葬杂燥怎则糟藻 越野越 溢蕴允再怎耘 渊溢粤糟糟杂藻贼袁 耶员园员爷袁 耶爷袁

溢栽澡蚤泽酝燥灶贼澡冤 垣粤愿 垣月源 垣杂哉酝 渊粤员院粤缘冤 垣 溢云葬杂澡藻灶早耘 渊溢粤糟糟杂藻贼袁

耶员园圆爷袁耶爷袁溢栽澡蚤泽酝燥灶贼澡冤垣溢蕴允再怎耘渊溢粤糟糟杂藻贼袁耶员圆员爷袁耶爷袁溢栽澡蚤泽酝燥灶贼澡冤

伊渊原员冤垣溢杂匝 渊溢粤糟糟杂藻贼袁溢表名称袁阅缘冤冶遥 以上表达式的含义为院

取本月 员园员科目 粤糟糟杂藻贼账套累计余额垣粤愿垣月源垣粤员至 粤缘的

合计垣本月 员园圆 科目 粤糟糟杂藻贼 账套发生额原本月 员圆员 科目

粤糟糟杂藻贼 账套累计余额垣上期某表 渊如溢表名称越耶资产负债

表爷冤阅缘单元格的数据遥

按上面的三个步骤袁经过第一步扫描和替换袁表达式将变

为院云燥则皂怎造葬杂燥怎则糟藻越野越溢蕴允再怎耘渊耶园圆爷袁耶员园员爷袁耶爷袁耶圆园园源员园爷冤垣粤愿垣

月源垣杂哉酝渊粤员院粤缘冤垣溢云葬杂澡藻灶早耘渊耶园圆爷袁耶员园圆爷袁耶爷袁耶圆园园源员园爷冤垣

溢 蕴允再怎耘渊耶园圆爷袁耶员圆员爷袁耶爷袁耶圆园园源员园爷冤伊渊原员冤垣溢杂匝渊耶园圆爷袁耶资产

负债表爷袁阅缘冤冶遥这里假设账套 粤糟糟杂藻贼越耶园圆爷袁月份 栽澡蚤泽酝燥灶贼澡越

耶圆园园源员园爷遥

经过第二步扫描和替换表达式将变为院云燥则皂怎造葬杂燥怎则糟藻越

野越溢蕴允再怎耘 渊耶园圆爷袁耶员园员爷袁耶爷袁耶圆园园源员园爷冤垣粤愿垣月源垣杂哉酝渊粤员院粤缘冤

垣溢云葬杂澡藻灶早耘渊耶园圆爷袁耶员园圆爷袁耶爷袁耶圆园园源员园爷冤垣溢 蕴允再怎耘渊耶园圆爷袁耶员圆员爷袁

耶爷袁耶圆园园源员园爷冤伊渊原员冤垣圆 猿猿源援缘远冶遥这里假设上期资产负债表 阅缘

单元格的数据越圆 猿猿源援缘远遥

经过第三步扫描和替换表达式将变为院云燥则皂怎造葬杂燥怎则糟藻越野越

圆猿 圆员园垣粤愿垣月源垣杂哉酝渊粤员院粤缘冤垣员缘园援员垣猿园园伊渊原员冤垣圆 猿猿源援缘远冶遥这

里假设累计余额尧发生额取到了相应的数据遥

七、部分函数实现的关键技术

员援用户自定义函数如 蕴允再怎耘渊溢粤糟糟杂藻贼袁耶员园员爷袁耶爷袁溢栽澡蚤泽酝燥灶贼澡冤

的定义问题遥设计时通过数据库表来实现袁表结构包括函数名尧

函数的功能与参数提示尧对应的 杂匝蕴语句尧参数个数尧返回数

据个数等遥如院

函数名越蕴允再怎耘曰函数的功能与参数提示越取钥账套钥一级

科目钥明细科目钥年月的累计余额曰杂匝蕴语句越泽藻造藻糟贼 凿藻遭蚤贼赃造躁原

糟则藻凿蚤贼赃造躁 枣则燥皂 则藻责燥则贼赃泽怎皂 憎澡藻则藻 葬糟糟赃泽藻贼越钥 葬灶凿 葬糟糟赃糟燥凿藻越钥 葬灶凿

泽怎遭赃葬糟糟赃糟燥凿藻越钥 葬灶凿 赠藻葬则赃皂燥灶贼澡越钥曰参数个数越源曰返回数据个

数越员遥步骤院淤对实际 蕴允再怎耘参数的替代曰于查数据库表得到

其对应的 杂匝蕴语句曰盂替换 杂匝蕴语句中带钥的参数曰榆执行

杂匝蕴语句袁即可得到结果遥

圆援表间取数如 杂匝渊耶园圆爷袁耶资产负债表爷袁阅缘冤的定义问

题遥该函数的含义是院取 园圆账套上期资产负债表 阅缘单元格

中的数据遥笫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缘猿窑阴

业务与技术窑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