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袁与按现

行所得税税率计算的应交所得税袁 确认为当期的所得税费

用袁借记野所得税冶科目袁贷记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交所得税冶科

目遥企业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的袁按照当期应交

所得税与当期转回的可抵减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

的合计袁借记野所得税冶科目袁按照当期实现的利润总额减去

按照税法规定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部分实际发生的

损失袁加上已计提的预计负债不足以冲减实际发生的损失而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袁与按现行所

得税税率计算的应交所得税袁贷记野应交税金要要要应交所得

税冶科目袁按当期转回的递延税款金额袁贷记野递延税款冶科

目遥如果已计提的预计负债大于实际发生的损失部分转回计

入当期损益的袁比照上述 圆的规定进行处理遥笫

一、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的原理

根据我国叶企业会计制度曳的要求袁企业应按照备抵法核

算坏账损失遥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的原理渊以下简称野备抵原

理冶冤可总结如下院淤确定野坏账准备冶账户的应有余额院计提

本期坏账准备后野坏账准备冶账户的余额曰于确定野坏账准备冶

账户的现有余额院计提本期坏账准备前野坏账准备冶账户的余

额曰盂应有余额减去现有余额的差额即为本期应计提的坏账

准备数遥

备抵原理在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有多处运用袁笔

者认为袁凡涉及冲销尧转回尧追溯调整的会计事项袁如果能确

定应有状况渊如应有的金额尧应涉及的账户等冤袁都可以采用

备抵原理进行会计处理遥 为了更好地说明备抵原理的应用袁

笔者将备抵原理推广到一般院淤确定会计事项的应有状况曰

于确定会计事项的现有状况曰盂分析应有状况与现有状况的

差异袁决定应采取的会计处理方法遥

二、备抵原理的推广

员援备抵原理在按成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中的应用遥按成

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冲销或转回投资

成本袁由于其应有状况容易确定袁因此可以采用备抵原理进

行会计处理遥

具体做法是院 比较投资后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

益渊假设金额为 粤冤与投资后被投资单位累积分配的利润

或现金股利渊假设金额为 月冤的大小遥假设投资企业的持股

比例为 则遥淤当 粤跃月时袁当期被投资单位宣告分配的利润或

现金股利全部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袁 累积应冲销的投资成

本应为零渊应有状况冤曰确定原已累积冲销的投资成本渊假设

金额为 杂冤渊现有状况冤曰 分析应有状况与现有状况的差异袁

用备抵原理确定本期应转回的投资成本遥会计分录为院借院

长期股权投资 杂曰贷院投资收益 杂遥于当 粤约月 时袁确定累积应

冲销的投资成本金额为渊月原粤冤伊则渊应有状况冤曰确定原已累

积冲销的投资成本渊假设金额为 栽冤渊现有状况冤曰分析应有

状况和现有状况的差异袁 用备抵原理确定本期应冲销的投

资成本遥会计分录为院借院投资收益渊月原粤冤伊则原栽曰贷院长期股

权投资渊月原粤冤伊则原栽遥

例院圆园园圆年 员圆月 圆愿日袁 甲公司以银行存款购入乙公司

员园豫的股份并采用成本法核算遥圆园园猿年 猿月 员园日袁 乙公司宣

告分派上年的现金股利 员园园 园园园元遥要求院淤乙公司 圆园园猿年

实现净利润 源园园 园园园元袁乙公司于 圆园园源年 猿月 员园日袁宣告分

派截至 圆园园猿年年末的现金股利为 源缘园 园园园元袁甲公司此时应

确认多少投资收益钥 于乙公司 圆园园源年实现净利润 远园园 园园园

元袁乙公司于 圆园园缘年 猿月 员园日宣告发放截至 圆园园源年年末的

现金股利为 猿园园 园园园元袁甲公司此时应确认多少投资收益钥

解析院渊员冤投资后乙公司累积实现的净损益 粤为 源园园 园园园

元袁投资后乙公司累积分配的现金股利 月越员园园 园园园垣源缘园 园园园越

缘缘园 园园园渊元冤遥因为 粤约月袁故应冲销的投资成本渊应有状况冤为

渊月原粤冤伊则越渊缘缘园 园园园原源园园 园园园冤伊员园豫越员缘 园园园渊元冤袁原已累积

冲销的投资成本渊圆园园猿年冲销的投资成本冤渊现有状况冤为 栽越

员园园 园园园伊员园豫越员园 园园园渊元冤遥根据备抵原理袁本期应冲销的投

资成本越应有状况应冲销投资成本原现有状况应冲销投资成

本越渊月原粤冤伊则原栽 越员缘 园园园原员园 园园园越缘 园园园渊元冤遥故甲公司本期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越源缘园 园园园伊员园豫原缘 园园园越源园 园园园渊元冤袁会计

分录为院借院应收股利 源缘 园园园元曰贷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乙公司

缘 园园园元袁投资收益 源园 园园园元遥

渊圆冤投资后乙公司累积实现的净损益为粤鸳越源园园 园园园垣远园园 园园园

越员 园园园 园园园渊元冤袁投资后乙公司累积分配的现金股利为 月鸳越

员园园 园园园垣源缘园 园园园垣猿园园 园园园越愿缘园 园园园渊元冤遥因为 粤鸳 跃月鸳袁故甲

公司累积应冲减的成本渊应有状况冤为零袁甲公司原已累积冲

销的投资成本渊现有状况冤为 员缘 园园园元遥根据备抵原理袁甲公

司应将本期乙公司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全部确认为当期的

投资收益袁 并将原已累积冲销的投资成本 员缘 园园园元全部冲

回遥故本期甲公司应确认的投资收益为 源缘 园园园元渊猿园园 园园园伊员园豫

垣员缘 园园园冤袁会计分录为院借院应收股利 猿园 园园园 元袁长期股权投

资要要要乙公司 员缘 园园园 元曰贷院投资收益 源缘 园园园元遥

圆援备抵原理在按债务法核算所得税中的应用遥债务法核

算所得税要求将本期由于时间性差异产生的影响所得税

的金额递延分配到以后各期袁并同时转回已确认的时间性

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的原理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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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曰在税率变动或开征新税时袁需要调

整递延税款的账面余额遥 对递延税款的账面余额需要按现

行税率调整袁其结果是调整后的野递延税款冶账户余额等于

累积的时间性差异与现行税率的乘积袁 即备抵原理中的应

有状况曰现有状况是调整前野递延税款冶账户的余额曰根据备

抵原理袁按应有状况与现有状况的差异即可确定本期野递延

税款冶账户的发生额遥

例院某企业 圆园园猿年年末野递延税款冶账户的贷方余额为

猿 猿园园元袁圆园园猿年所得税税率为 猿猿豫遥圆园园源年该企业发生应纳

税时间性差异为 员缘 园园园元袁转回以前年度发生的应纳税时间

性差异为 缘 园园园 元遥圆园园源 年该企业实现税前会计利润为

愿园 园园园元袁所得税税率调整为 猿园豫遥该企业按债务法核算所

得税遥要求院计算该企业 圆园园源年野递延税款冶账户的余额及

所得税费用遥

解析院圆园园源年该企业野递延税款冶账户应有余额渊应有状

况冤越累积的时间性差异伊现行税率越渊原猿 猿园园衣猿猿豫原员缘 园园园垣

缘 园园园冤伊猿园豫越原远 园园园渊元冤渊贷方余额冤遥调整前野递延税款冶账

户的贷方余额渊现有状况冤为 猿 猿园园元遥根据备抵原理袁圆园园源年

野递延税款冶账户的发生额越原远 园园园原渊原猿 猿园园冤越原圆 苑园园渊元冤渊贷

方发生额冤袁圆园园源年该企业所得税费用越渊愿园 园园园原员缘 园园园垣缘 园园园冤

伊猿园豫垣圆 苑园园越圆猿 苑园园渊元冤遥会计分录为院借院所得税 圆猿 苑园园元曰

贷院应交税金要要应交所得税 圆员 园园园元袁递延税款 圆 苑园园元遥

猿援备抵原理在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中

的应用遥企业在发生会计政策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后袁叶企业

会计制度曳要求按现行会计政策或正确的会计政策对以前的

会计事项或差错事项进行追溯调整遥此时袁应有状况为按现

行会计政策或正确的会计政策对以前会计事项或差错事项

重新进行的会计处理曰现有状况为会计政策未改变尧会计差

错未更正的会计处理曰分析应有状况与现有状况的差异袁可按

备抵原理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袁税后差异即为累积影响数遥

例院员怨怨苑年 员月 员日袁甲公司以银行存款 员猿 愿园园万元投

资乙公司普通股袁占乙公司普通股股份的 员缘豫袁并准备长期

持有袁 甲公司按成本法核算该长期股权投资遥圆园园圆年 员月 员

日袁甲公司从乙公司的其他投资者手中购入乙公司 员缘豫的股

份袁由此持有乙公司的股份提高到 猿园豫遥甲公司从 圆园园圆年起

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渊未发生

减值冤袁股权投资差额按 员园年平均摊销遥至 圆园园员年 员圆月 猿员

日止袁乙公司在甲公司投资后累积实现利润为 员源 园园园万元袁

累积分配利润为 远 园园园万元袁乙公司所有者权益除此之外无

其他变动遥假定按税法规定袁因追溯调整而摊销的股权投资

差额不调整应纳税所得额和原已交的所得税袁 从 圆园园圆年起

摊销的股权投资差额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遥甲公司所得

税税率为 猿猿豫袁乙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员缘豫遥甲公司按债务法

核算所得税遥要求院计算甲公司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

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袁编制追溯调整的会

计分录遥

解析院渊员冤现有状况渊按成本法核算冤院投资后乙公司累积

实现的净利润 粤为 员源 园园园万元曰投资后乙公司累积分派的净

利润 月为 远 园园园万元遥因为 粤跃月袁故甲公司应将实际收到的

利润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遥 会计分录为院 借院 长期股权投

资要要要乙公司 员猿 愿园园万元曰 贷院银行存款 员猿 愿园园万元遥借院银

行存款 怨园园万元渊远 园园园伊员缘豫冤曰贷院投资收益 怨园园万元遥

渊圆冤应有状况渊按权益法核算冤院投资时袁借院长期股权投

资要要要投资成本 员圆 园园园万元袁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股权投资差

额 员 愿园园万元曰贷院银行存款 员猿 愿园园万元遥乙公司实现净利润

时袁借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损益调整 圆 员园园万元渊员源 园园园伊员缘豫冤曰

贷院投资收益 圆 员园园万元遥实际收到分回的利润时袁借院银行存

款 怨园园万元曰贷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损益调整 怨园园万元遥股权

投资差额摊销时袁借院投资收益 怨园园万元渊员愿园园衣员园伊缘冤曰贷院长

期股权投资要要要股权投资差额 怨园园万元遥

渊猿冤分析税前差异院

会计分录为院借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投资成本 员圆 园园园万

元尧 要要要损益调整 员 圆园园万元尧要要要股权投资差额 怨园园万元曰

贷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乙公司 员猿 愿园园万元袁以前年度损益调

整 猿园园万元遥

渊源冤计算所得税的影响额院税法规定袁因追溯调整而摊销

的股权投资差额不调整应纳税所得额和原已交的所得税袁故

野投资收益冶账户的应有余额为 圆 员园园万元渊即为股权投资差

额未摊销前野投资收益冶账户的应有余额冤遥应调整的税前差

异越圆 员园园原怨园园越员 圆园园渊万元冤袁故所得税的影响额越员 圆园园衣渊员原

员缘豫冤伊渊猿猿豫原员缘豫冤越圆缘源援员圆渊万元冤遥会计分录为院借院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 圆缘源援员圆 万元曰贷院递延税款 圆缘源援员圆 万元遥对损益的

影响院借院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源缘援愿愿 万元渊员 圆园园原怨园园原圆缘源援员圆雪曰

贷院利润分配要要要未分配利润 源缘援愿愿万元遥

渊缘冤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的累积影响数为 源缘援愿愿万元遥因

此袁以上三笔会计分录可以合并编制院借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

投资成本 员圆 园园园万元尧要要要损益调整 员 圆园园 万元尧要要要股权

投资差额 怨园园万元曰贷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乙公司 员猿 愿园园万

元袁 递延税款 圆缘源援员圆万元袁 利润分配要要要未分配利润 源缘援愿愿

万元遥笫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圆园园缘］源愿号文件

印刷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

增值税政策的规定

自圆园园缘年员月员日起袁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印刷的少数

民族文字出版物渊指图书尧报纸尧期刊冤实行增值税先征后

退遥享受政策的纳税人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在财务上应

实行单独核算袁不进行单独核算的袁不得享受上述政策遥

渊圆园园缘年源月源日印发冤

法
规
制
度

涉及账户

长期股权投资要乙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要投资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要股权投资差额

长期股权投资要损益调整

投资收益渊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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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猿 愿园园

园

园

园

渊怨园园冤

园

渊员猿 愿园园冤

员圆 园园园

怨园园

员 圆园园

渊猿园园冤

园

应有余额 现有余额
按备抵原理确定
应调整的差异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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