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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路与目的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想象一下：假设你从大学毕业时没有接受过任何会计学的教育，你被一家公司雇佣为一名销
售人员，最后成为某一领域的销售经理。当你参加一个销售经理会议时，销售副总裁对财务
结果进行评论，期间，诸如总利润百分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后进先出的存货计算方
法等术语都一一被讨论。这个副总裁最终问你关于这些话题的意见，因为它们与你所从事的
领域是相关的。你试图做出回答，但是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显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会计准则课程教给你这些“商业语言”，使你能够理解那些做商业决策时用到的术语和概念。
如果你能明白会计信息是怎样得到的，那么在基于会计信息做出管理决策时，你会处于一个
更为有利的位置。

业务分析和记录的重要性在最近一些被公开报道的商业失败案例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证实。
如果一个公司的财务报表要正确地反映这家公司的运作结果和财务情形，业务的分析和记录
必须按照被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准确地记入账户。借贷记账无论是对会计专业的人还是对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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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进入或已经从事商业希望成为经理人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分录的最终结果会反
映在财务报表当中。如果费用被记作资产、负债及他们相关的费用财务报表中无法分别体
现、或者税收被过早记录甚至根本不存在，那么财务报表就会误导群众。只有当财务报表公
正且清楚地描述了公司的经营活动，它才能称得上有意义。

我们写这本教科书的目的是让大家理解怎样利用会计信息来分析公司的经营业绩并做出决
策。这本教科书从企业的角度，用真实企业的年报来举例说明众多会计思想。许多公司你都
会非常熟悉，如The Limited、家得宝、可口可乐公司。

但是，仅仅理解了会计术语和会计思想是不足以使你成功的。你同样应该从互联网上找到一
些信息，来分析多种多样的经营活动，把自己放在团队成员的位置，互相交流思想。写这本
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你这些技巧。

课程相关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一些团体已经开始担心现在的会计专业毕业生不
具备必要的技巧而无法在会计工作中取得成功。这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会计专业毕业生似乎不
能成功地处理复杂而且毫无条理的“现实世界”的会计问题而且普遍缺乏与人交流合作的技巧
和专业技能。其中一个好的建议是在活跃的课堂环境中加强使用主动学习的方法。传统的教
学和结构化的问题解决方式将被更为活跃的案例分析、案例模拟和小组讨论的教学形式学补
充或替代。无论在教室内或外，都应有互动交流：⑴教授与学生之间；⑵学生与学生之间。
成立学习小组以使学生们可以互相指导。这些建议的目的包括提高学生的批判思想能力、写
作和口头交流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

你能从大学教育中获得的最大益处是让你“学会如何学习”。你在学校中取得所有知识的思
想、然后用你之后的生命去实践这些知识是站不住脚的。变化正以越来越快的方式发生，在
你的职业生涯中，你可能会从事很很多份工作，并且可能就职于众多不同的公司，你在大学
学到的很多东西也许仅仅几年便过时了，因此，你不得不一生都去学习新的知识。熟记一些
知识远不如学会如何批判性思考来得重要。

考虑到这种环境的变化，我们出版了这一书籍，希望它能帮助大家发展那些能够引领你们在
未来职业生涯中的成功的技巧。每一章节的结尾部分都会给出“除此之外，请评判性地思考”
的建议，希望你能够提出非结构化的案例情形、真实企业的财务情况分析、行规案例和小组
设计方案。同时，每一章节都会包括一到两个名为“利用互联网——现实世界的视角”的网络
设计案例。你可以用书面的或口头的交流来阐述你的结论。

第八版的整体思路和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AECC）在第一年的会计会议上给出关于教学材料和方法的特定建
议。因此，许多大学在课程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AECC这样陈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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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的第一节课能够大大有益于那些进入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人，因为那
些组织的决策者会用到会计信息。经理人、投资者、政府部门从业人员及其他
人员如果懂得会计信息在决策制定时的重要作用，将会为完成他们的使命而更
好地做准备。所有的组织都要对其选举人负责，会计如果被恰当地使用，就会
成为一种创造信息并改善对这些组织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决策的有力工具。”

1

第一节课的目标之一应当是吸纳会计专业的学生。为了帮助完成这一目标，这本教科书每一
章节都有一个部分叫做“会计职业”。

会计对那些学习管理的学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帮助，无论他们的专业是什么。大多数学习这一
课程的学生，他们不会成为会计专业的学生，但是他们会更好地利用会计信息，因为他们通
过这门课学到了如何准备必要的会计信息。

方法和构成

业务重点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没有实际的经商经验，学习商业的学生通常缺乏将会计理念应用于商业交易的大的框架。当
我们介绍和解释专业知识时，我们尝试使学习商业的学生接触更多的现实世界的商业案例。

•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该标题贯穿于整本书籍提供了不同的公司每天是怎样利用会计信
息的实例，有时也会提供其他的有用信息。

• “会计观点：技术的应用” 该标题阐述了技术是怎样影响会计信息的准备、处理和使用方
式的。

• 某些章节包括“延伸的观点”。 该标题的内容来自于现实公司的年报和时下热门期刊如今
日会计、管理会计的文章，在这些章节将进行相关的主题讨论或提供其他有用的信息。
这些现实世界的案例阐明了商业与会计的相关性。

• 几乎每一章都包括了现实世界问题和现实世界经营决策案例。
• 本书的年报附录包含了The Limited公司年度报告的重要部分。许多现实世界问题和现

实世界商业决策案例都是基于这个年度报告的。
• 从会计趋势与技术引用的众多图表，显示了各种会计技巧应用于商业运用的频率。这些

案例贯穿于整个内容，为同学们学习不同会计技巧提供了现实世界的数据。
• 整本书引用了许多公司年度报告。
• 1~16章都有这样一个部分：“分析和运用财务成果”。这一部分讨论和说明了属于这一章

的范畴的比值或其他的分析方法。例如，第四章的这一部分讨论了与分类资产负债表相
关的流动比率。

• 一些章节还包括该章的课后思考题、练习或商业决策案例，这些需要同学们根据年报附
录回答特定问题。如前所述，本附件，包括The Limited公司年度报告中的重要部分。

• 每一章都有“除此之外，请批判性地思考”的环节，这一环节包括商业决策案例、年报分
析问题、根据道德视角和更广阔的逻辑训练、小组计划，网络计划写出安排。

“

1. 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会计第一节课”的第二部分（Torrance, CA, 1992年6月），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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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生通常一开始接触会计准则课程，便会为学习这一课程内容而感到焦虑。考虑到这些担
心，我们研究了一些能使学习变得简单的方法，这本书则更好地体现了如何应用这些有用的
学习方法。

• 教科书内容的改进来自于学习者的反馈、评论家的意见以及作者和编辑自身的学习过程
中所做的谨慎研究。新的研究主题都是在阐述相关主题的前提下提出。这个段落为同学
们解释了引入新的主题的原因和该章节是如何展开的。

• 引言中有一个叫做“怎样学习书中各个章节”的部分，这对同学们的学习应当是非常有帮
助的。

• 每一章还有一部分叫做“理解本章的学习目标”。这些“摘要”会使学生判断学习目标的完
成程度。我们（1974年）是 第一次把学习目标包括在会计学书籍里的作者。这些学习
目标，或放在每一个章节的开头，或作为章节内的旁注，或放在每一个章节的结尾；像
测试银行、教师资源 导航、电算化测试银行和学习手册，则放在结尾和补充中。当
然，练习和问题也是暗含这些学习目标的。

• 每章都有一些例题和答案，在每一章的学习指导中也有一些例题和答案。这些问题有助
于同学们在做家庭作业之前，通过向他们显示这个问题涵盖了本章的哪些重点来评估他
们自己对本章内容的掌握程度。

• 关键词被加黑强调。每章结尾的词汇表都有对关键词的详细解释。
• 每章的“自习题”分为对错判断题和多项选择题两种，答案和解释在这一章节的最后。这

些“自习题”用来界定同学们是否掌握了本章的重要信息，
• 在每个练习和问题旁边的空白处，我们给出了要求和相关学习目标的描述。这些描述让

同学们了解到，在本问题中，作者希望大家做到哪些。
• 整本书中，我们引用或讨论日常生活中的与会计学思想相关的实例来作为丰富大家会计

经验的途径。

道德规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需要较高的行业道德准则。整本书包括许多题为“道德角度”的小节。这些小节所代表的
情形是学生们将来从事会计行业时极有可能遇到的。他们包括从抵制上级或顾客的压力不做
不该做的事情到选择将导致不同的环境和利润后果的公司行为。

章节最后的材料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AECC在描述教学方法时说：“老师应当在与学生的交流和学生们自己的交流中确定优先级。
学生参与度应当通过案例、模拟、小组设计等方法加以改进。” 2每章最后的“除此之外，请
批判性地思考”部分就是针对上述建议而设计的。 基于现实公司的商业决策案例，需要大家
在复杂的情形下辩证地思考。 年度报告分析部分需要同学们在论文中分析年报和解释结果。

2. Ibid,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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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道德案例需要同学们在论文中阐述如何面对职业生涯中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这些案例
不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每章的分组设计教育同学们如何进行有效地团队合作，这一能
力的培养是AECC特别强调的，对学生们在今后商业上的成功越来越重要。互联网工程教会
大家如何从网络上寻找有用的信息。

本书认为在课堂上用团队合作去解决常规的训练和问题也是值得提倡的。可以给各个团队安
排他们在其他团队面前发表他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课堂上利用团队的方法可以创造一个积
极的、自由的学习环境使教室活跃起来，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可以互相讨论以达到学习目
的。（课程辅导向导中描述了两个附加的分组设计，这两个设计可以用于整个学期。）

我们还为每一章安排了其他众多的学术资源，指导老师可以从中得到：⑴大量的章节后的问
题、训练和适合的难题；⑵一些复杂的分析题允许同学们复习所有相关的主要概念；⑶每章
都有一到三个商业决策案例。其他一些内容如下所示。

• 你可以下载统一的记账表格。这种记账表格在前11章中会经常用到。我们相信同学们
会从用一样的表格解决所有章节的家庭作业问题受益。

• 第四章最后的一个较复杂的评论问题作为一个小小的练习组合，考查了到该章为止的所
有的知识点。另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出现在19章最后，用到了包括18、19章的知识点。
第23章的最后还有两个可以作为商业决策案例的复杂的预算问题。

• 我们对每章最后问题的一些材料（问题、练习、难题、商业决策案例、其他“除此之外”
的项目、复杂的评论题目）进行了更新。每个练习和题目都用与它相关的学习目标作为
识别标志。

• 所有章节最后出现的练习和题目都已经追溯到各个章节，确保提出的问题都能在书本中
找到。这一特征是对之前版本的强化，确保教学人员不用检查题目的适用性，就能够信
心满满地将题目布置下去。同时，我们对教学时容易困扰学生的章节，问题和练习，也
做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知识点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学第八版的改进：基于企业视角是一个发展和挑战的过程。全美各地的学校的第一节会
计学课程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者和出版者在该书的整个发行过程中都非常努力地学习，
使本书能够走在改革的前列。我们对这些人有价值的贡献和建议表示感谢，这些有价值的内
容已经收录于各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所有个人的加入以他们贡献的时间为标准。

研究参与者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Diane Adcox (北佛罗里达大学（杰克逊维尔), 美国)

Sue Atkinson (塔尔顿州立大学，美国)

Ed Bader (圣家学院, 美国)

Keith Baker (奥格尔索普大学，美国)

C. Richard Baker (福德姆大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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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rie Beck (美国大学，美国)

Joe Bentley (邦克山社区学院，美国)

Lucille Berry (韦伯斯特大学，美国)

Robert Bricker (西储大学, 美国)

William Brosi (德里大学，美国)

Doug Brown (东蒙大拿大学，美国)

Stuart Brown (布里斯托尔社区学院, 美国)

Janice Buddinseck (瓦格纳大学，美国)

Kurt Buerger (安格洛州立大学，美国)

Robert Cantwell (菲尼克斯大学（犹他）, 美国)

Bruce Cassel (达奇斯社区学院, 美国)

Stan Chu (曼哈顿社区学院, 美国)

Bruce Collier (德克萨斯大学阿尔帕索分校, 美国)

Rosalind Cranor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美国)

James Crockett (南密西西比大学，美国)

Lee Daugherty (罗兰镇社区学院, 美国)

Mary Davis (马里兰大学，美国)

Frances Engel (尼亚加拉大学 美国)

J. Michael Erwin (田纳西大学，美国)

Ali Fekrat (乔治敦大学，美国)

Bill Felty (林登沃德大学, USA)

Clyde J. Galbraith (西切斯特大学，美国)

Susan D. Garr (韦恩州立大学，美国)

John Gercio (洛约拉大学，美国)

Martin Ginsberg (罗克兰社区学院, 美国)

Earl Godfrey (加德纳-韦伯学院, 美国)

Thomas Grant (库茨敦大学, 美国)

Paul W. Greenough (易三仓学院, 美国)

Roy Gross (达奇斯社区学院, 美国)

Vincent D. R. Guide (克莱姆森大学，美国)

Pat Haggerty (Lansing Community College, 美国)

Paul Hajja (里维尔大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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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 Haney (梅肯姆社区学院, 美国)

Thomas D. Harris (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美国)

Dennis Hart (曼彻斯特社区学院, 美国)

Brenda Hartman (汤博尔学院, 美国)

Mary Hatch (托马斯大学，美国)

Margaret Hicks (霍华德大学，美国)

Patricia H. Holmes (得梅因社区学院, 美国)

Anita Hope (塔伦特郡初级学院, 美国)

Andrew Jackson (中央州立大学, 美国)

Donald W. Johnson, Sr. (西恩纳大学，美国)

Glenn L. Johnson (华盛顿州立大学，美国)

Richard W. Jones (拉马尔大学，美国)

Ed Kerr (邦克山社区学院, 美国)

David Kleinerman (罗斯福大学，美国)

Jane Konditi (诺斯伍德大学，美国)

Nathan J. Kranowski (雷德福大学，美国)

Michael Kulper (圣巴巴拉社区学院, 美国)

Michael R. Lane (拿骚社区学院, 美国)

Judy Laux (科罗拉多大学，美国)

Linda Lessing (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 美国)

Bruce McClane (哈特内尔大学，美国)

Melvin T. McClure (梅因大学，美国)

T. J. McCoy (米德尔塞克斯社区学院, 美国)

J. Harrison McCraw (西格鲁吉亚大学，美国)

James E. McKinney (瓦尔多斯塔州立大学, 美国)

B. J. Michalek (拉洛希学院, 美国)

Andrew Miller (哈得逊谷社区学院, 美国)

Cheryl E. Mitchum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美国)

Susan Moncada (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美国)

Susan Mulhern (里维尔大学)

Lee H. Nicholas (南艾奥瓦大学，美国)

Kristine N. Palmer (朗伍德学院e,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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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环境

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完这则引言，你应当能够：

• 定义会计。
• 描述会计操作的功能。
• 描述会计的就业机会。
• 指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不同。
• 识别一些组织在发展财务会计标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你已经开始走上富有挑战性和价值性的会计研究-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历史向我们昭
示，所有发达社会都需要特定的会计记录。有会计学意义的记录开始于大约公元前4000
年。

古代的记账、控制和确认问题与我们现今遇到的各种问题有许多相似的特征。例如，古代的
政府也用收据、垫付款和惯用的规程的记录来检验雇员的诚实和可靠程度。

会计发展的研究表明，会计过程的最初发展是为了满足商业需要。同样地，经济进步已经深
刻影响了会计过程的发展。历史向我们说明，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会计方法的发展越精
密。

复式记账法的出现是会计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1494年，一个圣方济的僧侣Luca Pacioli，
在他的书《关于无穷算术、几何、比例的总结》（关于,算术,几何、比例）中描述了威尼斯
复式记账系统。许多人考虑将Pacioli的手稿进行了重著，这一书籍在威尼斯的商贸和数学学
校的老师和同学中得到广泛流传。

从Pacioli的时代开始，会计师和专业会计组织在商业和社会上得到很大发展。作为专家，会
计师们有责任将公共服务作为头等大事高于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为了向社会贡献更大的责
任，会计师们在解决越来越复杂的现实问题时积累了分析和评估的能力。正是由于会计师具
备特殊的技能、他们的自立性和较高的行业道德标准，使他们为商业和公共利益做出了重要
和特殊的贡献。

你可能会意识到，你已经学到的和将来会学到的所有的关于商业的知识中，会计知识将是最
有用的。作为一个学生和一个消费者，你的财务和经济决策会包含会计信息。当你填写所得
税申报表时，会计信息会帮你确定你的应交税额。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同样能影响你未来的许
多专业决策。会计信息和你的个人以及职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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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盈利性质的商业组织都有自己的经济资源，如现金、机器、建筑物等，都将用到会计信
息。基于这一原因，会计又被称作商业语言。同样地，会计作为一种语言为非盈利性的机构
提供财务信息，如政府、教会、慈善机构、联谊会和医院。但在本书中，我们的关注重点是
商业机构的会计。

盈利性商业机构的会计系统是提供有关公司资产和它们的使用情况的财务信息的信息系统。
如果信息对必须制定的决策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它们就是相关的。公司在其财务报表中
体现这种相关的信息。在编制这些报表时，会计师会考虑这些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是公司所
有人还是债权人，以及他们做出决策所需要的财务信息。

作为学习会计学的一个铺垫，这则引言定义了会计学并列出了会计师的职能。在对会计就业
机会的讨论的同时，区分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分支的不同。因为会计信息必然要符合
特定的标准，我们介绍了一些为这些标准的制定做出贡献杰出的组织。随着对本书中会计学
的不断研究，会计——这一商业语言，也将成为你自己的一门语言。你将发现，会计信息会
不断地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会计的定义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美国会计组织，我们在这则引言的后半部分将会提到的会计组织之一，把会计定义为“识
别、计量、交流经济信息，并允许信息使用者做出有依据的判断和决策的过程”。 3这些信息
最初是用现金的形式表述的财务信息。然后，会计是用来汇报盈利性商业机构和非盈利性机
构各种活动的测量和交流过程。作为一种商业的测量和交流过程，会计提供信息使数据使用
者做出有依据的判断和决策。

会计过程还会为许多有着不同目的的人提供财务数据。例如，银行人员可以通过研究一家公
司的财务数据来评估其偿债能力。 潜在投资者可以比较几家公司的会计数据来决定哪家才是
最好的投资对象。会计同样给经理人提供重要的财务数据，帮助他们制定决策。

决策人在对有限的资源做出正确的决策之前，可靠的信息就是必须的。会计信息是有价值
的，因为决策人可以根据它来评估各种可行性方案的经济结果。会计师可以替代水晶球来预
测未来。他们能够降低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通过用专业的判断来量化采取或放弃某个项目
对财务产生的影响。

在机构内，会计信息可以扮演降低不确定性的重要角色，同样地，它还能为公司外部人员提
供财务数据。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管理者怎样使其免除保护、管理公司资源的责任。股东有权
利知道这家公司是如何管理他的投资的。会计师为了履行职责，他们要编制各种报表，如利
润表、留存收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另外，他们还要为联邦和州政府编制报税
表，还要满足其他各级政府的存档要求。

有些人通常把会计和记账混为一谈。记账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他记录了一家公司的日常经济
行为。会计包括记账，但却远远超出了其范畴。会计师们既可以分析和解释财务信息、编制
财务报表，还可以做审计、设计会计系统、编制专业的商业和金融研究报告、编制预算和提
供税务服务。

按类别划分，会计过程分为以下几组职能（如下圖表 0.1所示）：

3. 美国会计学会，基础会计理论陈述（Evanston，第三卷，196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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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师观察各事件（或行为），然后用财务术语（现金）识别和衡量那些事件作为经济
活动的证明。（通常，这三项职能被合并起来分析问题。）买卖商品和服务都是经济事
件。

• 接下来，将经济事件进行记录，分成意义不同的组，并做摘要。
• 会计师通过编制财务报表和特定报告来公布经济事件（或商业行为）。通常，会计师还

要为各种人群（如经理、投资者和债权人）解释这些报表和报告，解释可能涉及公司与
之前年度和同类公司比较的表现如何的判定。

会计的就业机会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过去的50年里，会计像医学和法律专家一样获得了专业的身份。如今，美国的会计师数量
远远超过了百万。另外，还有几百万从事与会计相关的职业。通常，会计师在不同的会计分
支提供服务，包括公共会计、（工业）管理会计、政府或其他非盈利性会计以及高等教育。
未来对会计师的需求还可能惊人地增长，这一增长会高于其他职业的需求。你可以考虑将会
计作为你的职业选择。

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向公司、其他组织及个人收取一定的费用来提供专业的会计和相关服务。
一个会计师可以通过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筹备的考试和评级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
（CPA）。这个考试由电脑进行管理，除了要通过考试，注册会计师的应试者满足其他的要
求，包括获得州颁发的许可证，每个州的要求都不尽相同。许多州要求应试者已经完成了特
定的会计课程和拿到了一定数量的大学学分（在许多州是五年的学习）；已经在公共会计、
企业或政府机构工作了特定的时间；在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之前在本州生活了一定的时限。
自2000年起，要成为AICPA的会员就要求完成5年的课程。

当一个应试者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有些州（单一制州）会等到该应试者满足所有的条件
才会颁发证书和营业执照；另外一些州（双重制州）在应试者通过考试后立刻发给注册会计
师许可证，但只有在应试者满足了其他所有要求之后才允许申请营业执照从业。注册会计师
们若想更换证书，必须通过了不断的专业再教育并证明他们已经通过了。没有一个人能够一
直声称自己是注册会计师或以注册会计师的名义提供服务，除非这个人取得有效地职业许可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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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0.1 会计师职能

在美国，公共会计职业由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一些全国的事务所、许多地区性事务所和
众多当地事务所组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包括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这些公共会计事务所提供各个级别的审计、
税收、以及非审计服务，管理咨询（或顾问）服务。

审计。一家公司为了获得贷款或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证券交易，通常必须提供财务报表才能达
到其需求。当注册会计师对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过审计之后，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对公司
报表的公正性才更有信心。基于这一原因，公司会雇佣会计师事务所对他们的会计和相关记
录进行检查（独立审计）。独立审计员通过接触外部资源来检查公司的记录。例如，会计师
可以通过与银行接触来核实客户的现金是否平衡。在完成对公司的审计之后，独立审计员会
给出意见独立审计意见或报告。（例如，在书的最后，给出的The Limited公司年报附录中
的审计员意见）。这一报告表明，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否公正地反映了其经济表现和财务现
状。在接下来的部分你将学到，公司内部的审计员同样要做审计工作，但他们不是独立审计
师。现今的审计标准是由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制定的。

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像安然和世通这样的公司会计造假行为引起的雇员和
投资者的巨大损失，推动了这一法令的通过。该法令还创建了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这
个部门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定和监管的五个成员组成。该部门可对公众公司的审计工作和审
计员进行监督和调查，还可以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公司和个人进行处罚。现在，上市公司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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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必须能够保证公司的财务报告。公司的审计委员会，而非公司的管理
者，必须对雇佣、赔偿、监督外部审计员负责。

税务服务。注册会计师通常会对税收筹划提供专业的建议和编制联邦、州和当地的税务申
报。编制税务申报表的目的是利用法律手段来缩减税务支出。几乎每个大的商业决策都有税
收影响。税收筹划有助于客户得知每个经济决策的税收影响。

管理咨询（或顾问）服务。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前，在大多数的大型和许多较小的会
计师事务所，管理咨询服务是增长最快的服务领域。管理者经常依据是否决定保持注册会计
师服务来识别项目。但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明确禁止公众公司的外部审计员提供特定
种类的咨询服务，包括记账、信息系统的设计和执行、鉴定和评价服务、保险服务、内部审
计、人力资源服务、经纪人和投资服务、涉及审计的法律和专家服务。会计公司可以为不能
做审计的上市公司进行服务。经公司的审计委员会认可，其他没有被明确禁止的服务是可以
进行的。

与公共会计师为众多客户提供会计服务不同，管理会计师仅为单一公司提供会计服务。在拥
有一定数量管理会计师的企业内部，一般由财务主管或首席财务官来负责会计活动。

管理会计师不一定是注册会计师。如果管理会计通过了由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
（ICMA）筹备和评分的考试并满足了其他特定要求，他们就将成为注册管理会计师
（CMAS）。ICMA是管理会计师学会的一个联合体，这个组织最初是由受雇于私人企业的
管理会计师组成的。

管理会计这一职业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和有价值的。许多管理会计专攻会计的某一特定领
域。例如，一些人专攻衡量和控制成本；另一些人专攻预算（未来执行计划的制定）；还有
一些人专攻财务会计与报告。许多管理会计成为了设计和安装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专家；还有
的管理会计成为了专门执行内部审计工作的内部审计员，他们确保公司各部门服从管理层的
章程和程序；其余一部分的管理会计可能要靠注册内部审计师（CIA）的名号吃饭，内部审
计师协会在会计师们成功地通过了IIA的考试并满足了其他特定要求后，向他们颁发CIA认
证。

许多会计师，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都工作在政府和其他非盈利性的会计机构。他们必须有
同样的教育背景和受到过公共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培训。

联邦、州和当地各级的政府代办机构需要雇佣政府会计师。这些会计师的日常工作通常是与
税务收入与支出相关的。例如，内部税收服务人员根据他们的会计学知识来评价税务申报和
调查税收欺骗。政府代办机构通常通过雇佣政府会计师来控制商业行为，如电话公司、电力
公司。这些会计师一般具有评价和评估公用事业的财务报表和增长率的能力。同样地，美国
联邦调查局（FBI）的间谍也被训练为会计师，运用他们的会计背景调查涉及非法商业活动
犯罪，如药物或赌博。

非盈利性的组织，如教会、慈善基金、联谊会和学校，需要会计师记录和计算收集和分发的
基金。即使这些机构没有盈利动机，他们也应当高效地运行和有效地利用资源。

大约10000名会计师工作于高等教育。这些学术会计师的行为包括教授会计学课程、做学术
和应用研究、发表研究结果、为一些社团和团体提供服务。师资队伍存在于两年制的大学、
四年制的大学和有研究生教育的大学。90年代，由于许多有才华的人开始退休，会计人才严
重短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这种缺乏，薪水上涨的势头也越来越猛烈。你可以试图与你
的会计学教授探讨在高等教育里做会计工作的优劣。

每章前有一部分叫做“会计职业”，这里为大家展示了不同的会计职业生涯，你可能会找到你
想追求的那一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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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一个信息系统提供的数据可以帮助公司外部与内部的决策者做出决策。公司的外部决策者在
某种程度上会被公司的表现所影响，内部决策者对公司的表现负责。基于这一原因，会计分
为两个类别：针对外部的财务会计和针对内部的管理会计。

财务报表中出现的财务会计信息最初是为外部使用的（尽管管理者也会用它们做某些内部决
策）。股东和债权人作为两个外部群体，他们需要这些财务会计信息。这些外部群体决定的
事项涉及整个公司，例如是否增加或减少对一家公司的投资额度或者是否给一家公司增加贷
款。因此，与这家公司相关的财务会计信息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而管理会计仅关注其局
部。

一家公司的管理会计师编制财务报表，因此，管理会计师必须深知财务报表和报告的知识。
财务报表是管理好坏的反映，不是执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信息的外部使用者分为六组。每一组都代表不同的利益并想得到对特定问题解答。这几
个小组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有：

• 所有者和潜在所有者。公司是否在其所有的投资上面得到了满意的回报？是否应该投资
于这家公司？先前的投资是增加、减少还是保持不变？该公司安装昂贵的污染控制设
备，仍然能够盈利吗？

• 债权人和贷款人。贷款是否应当批给这家公司？债务到期时，公司能否全额偿还贷款？
• 员工和他们的工会。公司是否有能力提高薪酬？公司在财政上是否能长期提供工作岗

位？
• 顾客。公司是否能平价提供有用的商品？公司能否存活足够长的时间以履行产品售后？
• 政府部门。公司（如当地公用事业组织）收取的服务费用是否公平呢？
• 普通人。公司是否在没有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前提下，提供有用的产品和为公民解决

就业问题？

通用财务报表为财务会计的外部使用者提供了所需的众多信息。财务报表是一种提供一家公
司财务情况、现金流入和流出和运作结果的正式报告。许多公司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公布这些
报表。（见The Limited公司每年的年度报告附录。）年度报告同样包括了独立审计人员出
具的意见作为对财务数据公正性的判断，以及关于公司行为、产品、计划的信息。

财务会计信息本质上是历史数据，报告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为了增强各公司可比性，这些信
息必须符合一定的会计标准和准则——公认会计准则(GAAP)。为商业或政府组织服务的这些
公认会计准则是通过会计实践发展而来或者是由权威机构制订的。我们将在下一主要部分中
介绍一些权威机构。

管理会计信息是针对公司内部的使用并为管理者提供特殊的信息的。管理者从制定远期规划
到详细说明为什么实际成本与成本预算不尽相同，都离不开这些信息。管理会计信息应该
是：

• 公司部门经理应该负责的那部分信息。例如，生产部门经理想得到关于生产成本方面的
信息，而不是广告费用。

• 关于未来的计划。例如，预算将显示来年的财务计划。
• 满足两个检验条件：会计信息必须是有用的（相关的）；会计信息收集和处理费用需低

于其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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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产生的信息能够使管理者用来做出正确的决策。内部管理决策主要分为四种：

• 财务决策——决定多少数量的资金（基金）用来经商和是否确保这些基金都来自于所有
者（股东）或是债权人。就这一方面来说，资金意味着公司用金钱来购买诸如机器、建
筑物之类的资源和支付进行商业活动的成本。

• 资源配置决策——决定公司的所有资金是如何投资的，例如投资于机器的数量。
• 生产决策——决定生产什么种类的产品，如何以及何时生产。
• 营销决策——设定销售价格和广告预算；确定公司的市场分布和如何发往这些地方。

财务会计标准的发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一些组织对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公认会计准则的建立功不可没，它们包括美国执业会计师协
会、会计标准委员会、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会计学会、财务管理人
员协会、管理会计学会。每个组织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公认会计准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美国执业会计师协会是注册会计师的一个专业组织。许多这些注册会计师都从业于公共会计
部门。直到近几年，AICPA一直是建立会计标准的权威机构。AICPA委员会结束为期20年的
会计研究程序，于1959年发布51会计研究公告以推介特定原则和做法。从1959年到1973年,
委员会的继任者,会计准则委员会(APB),发布31条注册会计师应遵循的意见要求。通过它的月
刊《会计杂志》、它的研究部门、其他部门和委员会，AICPA继续影响了会计标准和实践的
发展。AICPA的两个委员会——会计标准委员会和审计标准委员会——在为财务会计准则委
员会(当前规章的制定者)，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它监管机构提供投入方面，是相当有影响力
的。

1973年，一个独立的、有七个会员的、专职的机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取代了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已经对财务会计标准发表了众多声明。除非财务会计准则委
员会特别声明，旧的《会计研究》公告、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意见是仍然是行之有效的。
FASB是一个私人部门组织，现在主要负责新财务会计标准的制订。

FASB的紧急问题工作小组对会计从业人员的普遍应用做出了官方声明。该工作小组作出的
结论必须遵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

1984年，拥有一个全职主席和四个兼职成员的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成立了。GASB会
对政府领域的会计与财务报告发表了声明。这一组织是一个私人部门组织，目前主要负责新
的政府会计理念和标准的制订，同样可以作为对这些标准进行解释的权威机构。

基于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建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一个政府机构，它管理涉及州际发
售股票（股票和债券）的重要事项。这一机构有权力命令各公司的会计和报告行为服从它的
管辖，实际上，包括美国每个主要商业公司。SEC在制定会计标准方面不是运用某项权力，
而是采取了与会计专家，尤其是FASB成员进行密切合作的政策。SEC将把其认为FASB应该
解释说明的会计主题推介给FASB去制定会计准则。

美国会计学会（AAA）的成员大多由会计教育者组成，该学会鼓励研究会计理论层面的概
念、标准、和原则。它出版的季刊——会计评论——收纳了许多进行会计学术研究的文章；
另一份季刊——会计视野——报道了许多与会计实践直接相关的事实问题；还有一份杂志
——会计教育问题——收录的文章都是与会计教育方式有关的文章。学生们可以通过与美国
会计学会联系来加入AAA成为联合成员，地址为Bessie Drive5717号，萨拉索塔，佛罗里达
342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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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财务管理人员协会成立，它的成员最初都是财务章程制定经理人。现今，许多成
员都是大企业的首席财务官（CFOs）。近些年，CFO的角色已经从擅于大量运算发展成为
策略企划者。90年代前期的CFO们在美国商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代表大约7000家
美国和加拿大公司的14000多个财务官员成为了FEI的成员。FEI可以通过其委员会对公司报
告(CCR)和其他的手段，向FASB、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它监管机构，有效地提出私人财务建
议。

管理会计师协会（前身是全国会计师协会）是一个拥有大约7000会员的机构，它由一些私
人企业的管理会计、注册会计师和大学老师组成。这个组织最初关注的是利用管理会计信息
做出内部决策，但是，财务会计编制的财务报表是针对外部使用者的。因此,通过其管理会计
实务(MAP)委员会及其他的手段，IMA向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它监管
机构提供了关于财务会计标准的投入。

许多其他的组织，如财务分析师协会（由投资顾问和投资者组成）、证券业联合会（由投资
银行家组成）、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有负责反映FASB提议的征求意见稿的委员会或工作小
组。他们的反映以书面文件的形式送到FASB，证据提供给FASB听证会。许多个人也反映到
FASB。

会计师的道德行为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一些会计机构已经制定了道德规范来约束其成员行为。例如，美国执业会计师协会以及管理
会计师协会都已制定了相应的道德规范。许多商业企业也同样制定了道德准则供其雇员遵
守。

关于道德行为不仅仅是确保你不违反道德准则。我们中的大部分都能认识到什么是对是错，
但欺诈性的机遇还是可能诱骗到我们，几乎每天的新闻头条揭露的都是官员和商业领导犯下
的错误，贪婪战胜了他们的对错意识。这些人时刻遵守“有机会是多拿点”、“先下手为强”、
“只有当你被逮捕时，才是做错了”的标语。更加合理的标语可能是：“如果机会太好而令人难
以置信，那它通常是不该信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而黄金准则是：“如果你希望别人
对你好，你就应该首先对别人好”。

一个会计师最宝贵的财富是他诚实的信用和声誉。 那些以严格的道德行为律己的会计师获得
了赞扬和荣誉；很多人会寻求他们的意见和服务。他们也喜欢自己和他们所代表的事业。有
时，会计师违反道德行为并承担后果。有时它们可以在《华尔街日报》和新闻节目中反面的
评论中找到他们的名字，他们以前的朋友和同事为此看不起他们。一些人也因此被免去从业
的资格。幸运的是，许多会计行业的领军人物以严格的道德行为律己，取得了朋友和同事的
尊敬，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本书许多章节都有一个道德的案例，叫做“道德视角”。在这些案例中，我们知道你将通过思
考这些现实生活特定场合中的道德案例来受益。通常，你在分辨“对与错”时不会有太多困
难。设计案例时，我们尽量收集了学生们将来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面临的现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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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考和交流技巧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实际从事商业事务的会计师们对会计专业毕业生的批判性思考与有效地交流思想的能力感到
很不满意。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已经提出要在会计师教育中进行改革来消除这些不满。

为了提高学生们批判性地思考和交流的技巧，我们在每一章的最后都设置了一个“除此之
外，请批判性地思考”的环节。在那一部分中，你需要研究相对的非结构化的商业决策案
例、分析现实世界的年报数据、描述有关道德准则的特定情境、参与小组讨论。其他的章节
最后的材料中，大多数也都涉及分析和观点的书面交流。在一些案例、分析、道德情境、小
组设计中，还要求写出有关这种情形的备忘录。在你所写的备忘录中，认清自己的角色（审
计员、顾问）、观众（经理、股东、债权人）、任务（特定的安排），清楚和简洁地表达出
你的想法。

小组计划的目的是帮助你学习倾听其他人和与其合作，这种技巧是在商界成功的重要原因。
团队成员倾听他人的观点、与他们亲密合作来完成小组目标。

互联网技巧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互联网是一个生活常识，会计师和学生能够利用互联网找到相关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每章大概包括两个与会计相关的互联网设计，你的任课教师可能会布置其中一些给你，你也
可以自己根据情况完成。

怎样学习本书各章节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每一章时，

• 由阅读每章开头的学习目标开始。
• 通过阅读每章结尾的“理解学习目标”来预习每章内容。
• 阅读每章内容。从各章结尾的每个训练能识别出属于该章的学习目标。如果对你来说最

好的学习方法是通过阅读学习有关概念，然后进行简短的有关本概念陈述的练习去巩固
它，那么当你阅读完每章后，应该完成练习。

• 再次阅读“理解学习目标”来确定你是否完成了每个目标。
• 学习那些关键词，看看你是否理解它们。如果你不理解某些关键词，查看其在原文中的

解释。
• 完成自测题，然后对照每章结尾的答案检查。
• 做实证问题使你更好地巩固你对该章内容的理解，然后，将你的答案与紧随其后的正确

答案进行对比。
• 浏览每章结尾的问题并仔细思考它们的答案。如果你不能答对某一问题，再回到这一章

当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
• 试着解决至少部分每章后面的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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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合适的方法完成教师布置的问题，他们可以从出版社的网站（www.freeloadpress.c
om）上下载这些问题。

• 学习每章结尾的“除此之外，请批判性地思考”和“运用互联网——对真实世界的看法”两
个部分的内容，联系你所学到的现实世界中的情况。

• 研究每章的学习指引。学习指引是一个附录，它包括（对每一章而言）学习目标；实证
问题和答案（因题而异）；匹配题、完善题、对错题和多项选择题；学习指引中所有问
题和训练的答案。学习指引也可以从出版社的网站（www.freeloadpress.com）上下
载。

如果你完成了每章的每一个步骤，你的这门课程一定会得很好。请铭记，无论你追求怎样的
职业生涯，会计知识总会帮助到你。

国际会计准则
近几年，兴起了一项为全世界的使用而制定一整套全球会计准则的运动。这一

运动的拥护者谈到，这将促进跨国的投资、深入国际资金 市场和挽救跨国公司

（当前，他们只能多种系统下，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报告情况）。这个独

立的、非盈利的、私人机构的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IASC）是 为达到这一目标

而设立的，它试图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的指导方向下，制定一套全

球都能接受的财务报告标准体系（IFRSs）。AICPA（以 及上面提到的其他实

体）非常支持这一成果，2010年上半年，在它的网站上提出：

“随着作为美国财务报告基础 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日益被接受，表明

美国会计业的根本性变革。现今，大约113个国家需要和允许公众公司用IFRS来

编制财务报表。在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采取措施来确定日期允许美国的

公共公司使用IFRS，还有可能是强制实施。实际上，2008年11月14日，证券交

易委员会（SEC）发表公开评论提议建立路线图，其进度和关键指标应适应

2014年起实行的IFRS”。显然，从现在到2014年，会出现许多新的文章，但是

方向还不明确。 AICPA的网站上可以直接链接到当前IFRS计划转变的的信息网

页。你可能喜欢时不时去看看http://www.ifrs.com /Backgrounder_Get_R
eady.html (http://www.ifrs.com%20/Backgrounder_Get_Ready.htm

l)。在IFRS的网站（http://ifrs.org）上同样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除了美国，其他各个国家的学生们在你的国家浏览专业会计组织的网站来得到

刚刚出台的新消息。例如，如果你浏览印度特许会计师协会的网站（http://ica

i.org）和IFRS，你会找到一组链接，记载IFRS在印度的覆盖计划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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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 会计及其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辨别和描述三种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
• 区别三种企业组织的活动类型
• 描述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内容和目的。
• 描述基本的会计等式，并把它应用到资产负债表。
• 利用基本假设分析经济交易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 准备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资产负债表各一份。
• 分析和使用财务结果——产权比率。

企业家

最近进行的一项有关大学生职业规划的调查显示，有惊人数量的学生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自
己的公司。事实上，拥有创业的强烈愿望并成为一名企业家几乎成为了普遍现象。众所周
知，拥有会计学学位能够为未来企业家提供许多的优势。事实上，如果我们去询问一个小公
司的所有者，他们更希望掌握哪种专业技能时，他们的回答通常是：“会计”。无论从事何种
商业活动，企业的股东和经理人都必须理解会计和经济决策的财务成果。

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成就一个成功的企业不仅仅需要好的市场创意和产品创
新，在一个创意成功并带来回报之前会涉及到很多步骤。企业家必须从银行或投资者手中获
得资金。一旦企业开始成立，企业家必须成为一名管理者，既要管理员工，存货，设备，又
要维持客户、银行及投资者的关系。企业家很快就会明白，为了生存，必须要面面俱到，理
解这些可以成功管理各种关系的员工。会计学教育是一个理想的途径来满足这些不同的需
要。

对任何企业，会计学学位除了提供良好的企业家精神基础之外，还提供了创建企业的其他途
径。例如，大部分的公众会计师创建独立企业来建立和管理自己的专业事务。这是一个回报
丰厚，与个人和小型企业紧密联系的工作。这个职业的优势是你的企业既可以建立在大城市
也可以建立在乡间。最后，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会计师在某一特定领域开设了自己的
咨询公司。类似于这样的技能是在传统的会计领域之外的，它每小时能够产生超过100美元
的收益。

以上文字的介绍为我们学习会计知识提供了背景，现在你们也做好了学习商业组织形式和商
业活动类型的准备。本章展示了企业中使用的财务报表，这些财务报表代表管理部门所作决
策的结果。投资者，债权人和管理者使用这些报表来评估管理层过去的决策，同时也将其作
为将来制定决策的基础。

在本章，你们也能学习到会计流程（或者称为会计循环），它是会计师制作财务报表的过
程。在这个流程中会使用财务数据，例如针对顾客的销售记录以及针对供应商的采购记录。
在这个系统的方法中，会计师的分析，记录，分类，汇总并最终在企业财务报表中报告出这
些数据。当你学习这一章时，你将会开始了解会计这种特有的、系统的商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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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企业组织的形式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师经常把企业组织看作一个会计主体或是一个交易主体。交易主体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企
业组织，例如五金商店或是杂货店，它作为一个经济单元存在。由于核算的原因，每个企业
组织和实体都独立于他的所有者，债权人，雇员，顾客和其他的企业而存在。 1这个独立存
在的企业组织被定义为会计主体。会计是记录会计主体的经营活动，独立于企业所有者个人
的财务活动。

设想一个例子，你拥有两个企业，一个健身中心和一个马场，根据交易主体的观念，你将会
考虑每个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交易单元。因此，你通常将会为每个企业进行独立的核算。现
在假设你的健身中心是亏损的，因为你没有对使用你健身设备的客户收取足够的费用。你能
发现这个现象是因为你把健身中心和马场作为两个独立的交易主体分开核算，你同时也必须
把你个人的财务活动与你的两个企业分开核算。所以，你不能把你个人使用的小汽车作为健
身中心或是马场的交易行为。但是，你使用你的卡车拉饲料喂马就是你马场这一交易主体的
活动。

你将很快的认识到，交易主体观念引申出了三种企业形式：个人所有制、合伙制和公司制。
基于核算的目的，所有三种企业形式，独立于其他的交易主体和他们的所有者。由于大多数
大的企业都是公司制，本书将主要使用公司制的企业组织方式，有关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只
进行简短的讨论。

个人独资企业是归个人所有并且通常也由同一个人管理的非公司制企业。独立的个人包括医
生，律师，电气专家和其他为自己工作的个人。许多小的服务企业和零售机构也是个人独资
企业。组建这样的企业，法律上没有必要地形式，只要有一个有限的投资就可以进行经营活
动。

在个人独资企业中，所有者是唯一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人，基于核算的目的，企业是独立
于所有者的核算主体。个人独资企业必须维持企业的财务活动，比如向公众提供服务收取的
费用要和个人理财活动区分开。例如，个人独资企业的所有者不能把个人的房屋和汽车的费
用计入企业的财务记录。

合伙制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所有者建立的非公司制企业。通常情况下，公司
的所有者即公司的管理人。许多小的零售机构和专业化的事务所，例如牙医诊所，内科医
生，律师事务所以及许多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合伙制企业。

合伙制企业成立于口头或书面的协议。书面的协议更加可取是因为他提供了有关合伙关系的
条款的永久记录。这些条款包括了每个合伙人的初始投资和每年分项收益的权利和承担损失
的义务以及在合伙人死亡和撤出投资时如何清偿。每个合伙人都对合伙企业的所有债务承担
责任，并为其他合伙人的行为也承担责任。与个人独资企业一样，基于核算的目的，合伙制
企业也是一个独立的交易主体。

公司制企业是按法律规定成立，并归股东所有的公司。几乎所有大的公司以及许多小型的企
业都是公司制企业。

1. 学生在一开始学习任何原理时都会遇到新的专业词汇。通常情况下这些专业词汇都是以粗体的形式印刷出来。在每章末尾也列出
并定义了这些粗体关键专业词汇（见关键专业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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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一个独立法律实体。公司的所有者是股东。他们从股票市场上购买股票，代表了他们
拥有公司的所有权单位。如果将来公司经营失败，所有者将会损失购买股票的金额。公司制
企业保护投资者的个人资产不受到公司债权人的侵害。 2

股东不会直接管理公司。他们会选举董事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董事会选出公司的管理者，
例如董事长，副董事长，他们为股东管理公司。

会计工作对以上的三种组织形式都是必要地，每个公司都必须遵守会计准则。由于公司制对
我们的经济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本书中我们用公司来说明会计概念和原则。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尽管公司制企业占整个企业组织17%的份额，却产生了90%的销售量。个人独

资企业占整个企业组织75%的份额，但却只有不到10%的销售量。

1.2 企业组织执行活动的种类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前面的部分我们从公司所有制形式来讨论了公司的类型。交易实体也能够根据他们的商业活
动类型区分为服务企业，销售企业和制造企业。以上三种企业组织可以完成这三种活动的任
何一种。

• 服务企业依靠提供服务收取费用。此类公司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干洗店。
本书在以前的章节描述了会计师事务所这种服务机构。

• 商品流通企业（Merchandising companies）是首先从供应商中购买商品，然后再把
它出售给其他企业或顾客的企业。销售企业包括汽车经销商，服装店和超市。我们在第
六章开始对商业企业进行会计描述。

• 制造企业通过买原料，加工成产品，卖给其他的企业或者最终消费者。制造企业包括钢
铁经销，销售汽车和服装销售。

所有的公司在会计循环结束后都会形成财务报表。这些财务报表为公司内部的管理者，外部
的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对企业有兴趣的机构提供财务信息。在下面的章节中将会介绍四种常
用的财务报表——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资产负债表以及现金流量表。

1.3 企业组织的财务报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企业会有许多的目标。例如，你拥有一个新健身中心的目标是提高体能。但是，每个营利性
企业的两个基本目标是具有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是产生收入的能力。偿债能力是
到期偿还债务的能力。除非公司能够产生满意的收入并且偿还到期的债务，否则就不能实现
其他的商业目标。

这里有四种基本的财务报表，他们共同描述了公司的盈利和成长能力。反应公司盈利性的是
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反映了公司一段时间期初和期末所有者权益的变化。资产负债表

2. 当个人从银行贷款组建一个小公司时，银行通常会要求个人签署协议，如果公司破产，个人有责任承担公司的债务。在公司制企
业中，个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公司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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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公司的偿债和资产状况。现金流量表反应了公司一段时间现金的流入与流出情况。每
个公司使用的财务报表的名称和项目都是相似的。在本书的附注中，将会看到实际公司财务
报表的相似性。

利润表也被称为是损益表，它反映了公司规定期限的盈利能力。在会计中我们在一定时期通
过计算公司的收入和支出来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例如一个月或一年。收入是通过销售商
品或是为顾客提供劳务所获得的资产的流入。费用是产生收入过程中所发生的耗费。费用通
过资产的磨损或是提供服务的消耗来衡量。如果一段时间的收入超过同一期间的耗费就会产
生净损益。

净收益=收入-费用

净收益被称为公司的盈利。当费用超过收入时，企业就会产生净损失，即没有盈利。

在圖表 1.2中，A部分展示了METRO COURIER 公司2010年7月的利润表。METRO COURIER
公司是一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事快递服务的公司。

METRO COURIER 公司的利润表截止到2010年7月，它反应了7月份的收入为5700美元，费
用为3600美元，净收益为2100美元。通过从收入5700中减去费用3600得到2100美元。另
外大多数的公司是纳税的，在此我们先忽略纳税因素。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目的之一是将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联系起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反映了
两张报表之间盈余数据的变化。这些变化通常包括新增加的净收益或净损失，并扣除红利和
股息。

红利是公司对股东所提供资金的回报。红利是公司对所有者的一种支付（通常为现金）它是
公司的收入分配而不是费用。公司不被要求支付红利，且红利不是一种费用，他们不出现在
利润表中。

红利支出会减少公司的现金和留存收益。公司不在保留一部分收益而把它们回馈给股东。股
东收到红利的原因之一是他为公司提供了资金。

METRO COURIER 公司2010年7月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是很简单的（参见圖表 1.2的B部
分）。METROCOURIER公司在六月没有任何的收入和支出。所以METRO COURIER公司7月
1日的股东权益变动表从0开始。METRO COURIER公司在之后的经营中有了2100美元的净
收入。由于METRO COURIER 公司公司没有派发任何红利，所以在7月末的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中仍有2100美元。见下表。

A. 利润表

METRO COURIER 公司 月度利润表

2010年7月31日

收入

服务收入 $5700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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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薪酬 $2600

租金 400

汽油费用 600

费用合计 3600

净收益 $2100（A）

B.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METRO COURIER 公司

月度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0,7,31

留存收益7月1日 0

加：7月净收入 （A）2100

所有者权益7月31日 $2100（B）

圖表 1.1 METRO COURIER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10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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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METRO COURIER公司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2100美元的期末盈余计入资产负债表
中（C部分）。如果发生了净损失，应该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期初余额中扣除。例如，在
下月（8月）发生了500美元的净损失，该损失将会从该月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期初余额
2100美元中加以扣除。8月末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余额为1600美元。

红利也会影响到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现在举个例子，假设（1）Metro Courier公司的8月的
净收入为1500美元（收入5600美元，费用4100美元），（2）公司宣布分配股利1000美
元，则，Metro Courier公司8月底的所有者权益表将变为：

METRO COURIER 公司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0-8-31

期初所有者权益（8-1） $2,100

加：净收入 1500

合计 $3,600

减：应付股利 1,000

期末所有者权益（8-31） $2,600

资产负债表，有时也被称为财务状况表，它列示了公司某一时点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其中，某一时点指的是资产负债表日。注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
表头区别。资产负债表像是一张快照，它捕捉到了公司某一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而其他的
两张报表则是反映一段时期的。与学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类似，我们也会理解为什么
资产负债表提供的信息能够反映公司的偿债能力。

资产是企业拥有的有价值的事物，也被称作企业的资源，包括现金，设备和建筑物等。资产
具有价值是因为通过资产的使用和交换能够生产出产品或者提供服务。在圖表 1.2的C部分
METRO COURIER 公司的资产合计为38,700美元。具体包括现金，应收账款（先前为客户提
供服务应收的金额），卡车和办公设备。

负债是一个企业的债务。企业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偿还债务。企业的许多的债时购买商品赊账
时所发生的。METRO COURIER 公司的负债包括应付账款（由于购买所欠供应商的金额）和
应付票据（记录承诺付款金额）合计为6,600美元。 3

METRO COURIER公司作为一家企业，所有者权益被称作为股东权益。METRO COURIER 公
司的股东权益包括应支付的股利(1)30.000美元和(2)未分配利润2,100美元。股本代表了所有
者对公司的直接投资。未分配利润一般包括所有者积累的净利润减去支付给股东的红利。稍
后我们将探讨这个项目。至此，我们发现，资产负债表的表头包含公司名称和编报的日期。

3. 大部分的应付票据都要支付利息。在本章，我们假设所有的应付票据不支付利息。利息是债务人因占用债权人资金而支付的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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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总资产的金额等于这些资产的产权。资产负债表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下面显示了这
些权利。

公司的管理者关注公司现金的流入与流出是因为它决定了公司到期债务的清偿。现金流量表
显示了企业经营，投资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和流出。经营活动一般包括交易的现金影响和
其他影响净收入的事项。投资活动涉及到企业间长期资产清理或者获得交易，例如：土地、
建筑物和设备。筹资活动一般包括交易的现金存款和其他由债权人和所有者参与的项目。

第16章详细描述了现金流量表。我们在此的目的只是介绍这个十分重要的财务报表。通常情
况下，企业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期间与利润表相同。接下来的报表列示了METRO COURIER 公
司在2010年6月1日形成的现金流量表，该报表的涵盖期间为2个月。

METRO COURIER 公司

现金流量表

2010-6-1——2010-7-31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收入 $2,100

经营活动的调整现金流量

应收账款增加 （700）

应付账款增加 600

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2,000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购买卡车 $（20,000）

购买办公设备 （2,500）

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22,500）

财务活动的现金流量

应付票据 $6,000

发行股票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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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36,000

净增加的现金流量 $15,500

在这部分的学习过程中，你需要理解什么是现金流量表而不是去掌握如何编制。我们在16章
的学习才会要求同学们编制财务报表。

新城快递公司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反映了公司过去管理
决策的成果。它们反应了会计循环的最后成果，这个我们将会在下一部分加以介绍。这些财
务报表反映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会计循环详细解释了这些报表是如何编制的。管
理层和其他对公司感兴趣的机构将会据此作出未来的决策。管理者是最先获得财务报表的，
然后再将它们报送给其他的使用者。现在大多数的财务报表都能从公司网站中“投资关系”或
者相似的标题下面可以找到。

1.4 财务会计流程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这部分中，我们将解释会计等式——学习会计循环的框架，然后学习如何识别公司的交易
以及在假设前提下记录这些交易。接下来，我们学习如何分析和记录商业交易。

在圖表 1.2的C部分列示的资产负债表中，METRO COURIER公司的总资产等于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这个等式显示出了公司的资产等于权益。即

资产=权益

资产在之前定义为企业拥有的能够带来价值的事物，或企业的经济资源。权益是对资产的索
取权或者是资产权益。例如，假设你花15,000美元购买了一辆轿车，其中10，000是公司的
自有资金，并以公司的名义借入了5,000美元。你日后将把该5,000美元计入负债因为你要归
还银行5,000美元，把10,000美元作为所有者权益。因为公司的所有者是股东，所以基本的
会计等式变为：

资产(A)=负债(L)+所有者权益(SE)

从示例3 C部分的METRO COURIER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我们可以得出资产、负债和所
有者权益的等式：

A = L + SE

USD 38,700 = USD 6,600 + USD 32,100

记住股东或者债权人必须提供资金和资源，因此该等式总是平衡的。

你也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观察等式的右面。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显示了资产的来源。因此，负债
不仅仅是索取资产，同时也是资产的来源。

债权人和所有者向公司提供资产。所有者向公司提供的资产越多，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强。但
是，公司也可以通过借款和资金的有效利用来提高他们的获利能力。当公司从事经济活动使
得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数额发生变化，基本的会计等式总是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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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事项是使得会计等式发生重大改变的商业活动或者事项。由于购销业务而进行现金互换
是一种会计事项。这种交换是在商定的价格下发生的，这种商定的价格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
种客观衡量依据，例如，这种互换的客观衡量价格是5000美元。依据和测量这两种因素使
得交易事项能够进行记录。但是仅仅商品订货并不是要记录的事项，因为它没有发生交易。

原始凭证通常能够提供交易的证据。原始凭证是描述初始交易的手写或打印的证据。例如记
录现金收复的原始凭证，开出与收到支票的记录，向客户寄送账单，以及从供应商处收到所
购物品的账单，现金封条，销售发票，票据收付。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要处理票
据。每张原始票据都是开启了记录交易的过程。

1.4.1 基本假设或思想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记录会计交易事项时，会计师依赖于一定的假设和观念。报表的编制者和使用者都要理解这
些假设：

• 交易实体观念（或会计主体观念）。会计系统中收集的数据与特定的交易实体有关。交
易实体假设认为每项交易独立于所有者、债权人、员工、顾客、其他相关组织和其他的
事项而存在。

• 货币计量观念。经济活动初始的计量和报告通常使用货币单元——在美国为美元。这种
计量方法被称为是货币计量。

• 交易价格（或成本）原则。在会计制度中，大多数的金额是在交易过程中确定的客观的
货币价格。因此，我们以取得时的成本记录资产的价值。成本是用货币计量的资源的付
出，以获得所需要的物品，例如，一辆新的汽车（资产）。

• 持续经营假设。除非有强有力的相反证据证明，会计假设会在未来的经营活动中持续。
会计中把这种原则称为持续经营假设。假设会计上所记录的资产价值长期存在，例如在
资产负债表上的土地将会持续使用而不是出售。这些资产的价值只有在出售时才会与市
场价值相关。例如，2010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中记录的土地价值仍然是1988年购
置的100,000美元，而不是现在的市场价值300,000美元。

• 会计期间假设。会计期间假设把企业的寿命区分为有意义的时段，例如，月或是年，以
记录企业的经济活动。

现在我们了解了经济业务以及5个基本的会计假设，我们将一步一步的随着企业的交易进行
学习。首先，我们把Metro 公司的交易分成两组：（1）只影响六月份资产负债表的交易，
和（2）影响7 月份利润表和（或）资产负债表的交易。注意我们可以把这些交易按现金流
量表列示的项目分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

1.4.2 影响资产负债表的交易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因为每个影响交易实体的事项都要进行会计记录，在实际记录前分析交易事项是财务会计的
重要部分。错误的交易分析，将会导致错误的财务报表。

为了说明商业交易对基本会计等式的影响，我们举METRO COURIER公司的例子加以说明。

1a所有者投入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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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METRO COURIER 公司在2010年6月组建时，公司向Ron Chaney，他妻子和儿子发行了
30,000美元的股票。这项交易增加了METRO COURIER 公司30,000美元的资产，和30,000
美元的所有者权益。所以，交易的基本会计等式为：

2a.借款

公司向Chaney的父亲借款6,000美元。Chaney为公司签署应付票据。该应付票据是无息
的，公司承诺在一年内归还。在考虑这项交易的影响后，基本的会计等式变为：

3a.购买卡车和办公设备

Metro公司用现金20,000美元购买两辆送货卡车并用1,500美元购买办公设备。卡车和办公
设备是资产，应为公司利用他们在未来赚取收入。注意这项交易并没有在基本等式中改变资
产总额，只是仅仅改变了资产的构成。这项交易减少了现金，却增加了卡车和办公设备（资
产）。Metro公司放弃一项资产而获得了两项资产。总资产仍然是36,000美元。会计等式
为：

4a赊账购买办公设备

Metro公司新增办公设备1,000美元，同意在收到账单的10天内支付货款。（会计项目中的
购买意味着负债购买。）这项交易增加资产和负债都为1,000美元。正像前面所描述的，应
付账款是赊账购买物品所欠供应商的金额。接下来我们就能发现资产和负债都增加1,000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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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支付应付账款

收到账单八天之后，Metro公司支付了1,000美元的应付设备款（交易4a）。这项交易减少
了1,000美元的现金也减少了1,000美元的应付款项。因此资产和负债都减少了1,000美元，
会计等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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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 METRO COURIER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10年6月30日

圖表 1.1的A部分是对七月份业务的交易记录，它是建立在会计等式基础之上的。交易记录
摘要是学习交易对会计等式影响的工具。注意，所有者权益的期末余额为30,000美元。这个
数值将随者收入和费用的发生而变化。可以看出示例2A部分最底部的总量是和B部分的资产
负债表相联系的。资产负债表的日期是2010年6月30日，这个数值成为了资产负债表2010
年7月的月初值。

现在所有的交易中都包括了所有者投入的资产或是通过负债得到的资产。我们利用这个过程
使你理解资产负债表中的会计等式。当然，人们组建一个企业，不会单单只持有资产。人们
持有企业是为了让资产产生更多的资产。企业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是服务来增加自己的
资产，这些活动的结果会反映在利润表中。下面的部分将展示Metro公司的收入和支出。

1.4.3 影响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的交易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为了生存，企业必须盈利。这意味着向顾客提供商品或服务产生的收入要超过因此而发生的
费用。在2010年7月Metro公司开始提供服务并发生费用。接下来，你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
并学习必要的会计流程。

1b.获的劳务收入现金

在7 月份的第一笔交易中，Metro 公司通过提供服务获得了4,800 美元现金。这项交易增加
资产（现金）4,800美元。所有者权益也增加了4,800美元，会计等式依然成立。

4800美元是收入获得的，它同时增加所有者权益是因为公司赚取利润是股东受益。同样，
如果公司遭受损失，也会减少股东权益。

收入增加所有者权益，而费用和分红减少所有者权益。（在第一章中我们展示了这些项目对
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在后面的章节中收入，费用，和分红将会独立于所有者权益在会计期间
单独计量，并在会计期末作为会计循环的结束转成所有者权益，该部分将在第4章中进行描
述。）4,800美元对Metro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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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将会把由于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所有者权益计入单独的账户。它不会增加公司的股
本，因为公司的股本只会在公司增发股票时才能增加。公司期望收入超过费用以产生净收
入。如果净收入不分配给股东，就会产生留存。在后面的章节将会介绍由于处理大量交易的
复杂性，收入和费用只是在会计期末影响所有者权益。前面的流程是一个简化的过程，它是
为了说明会计等式始终保持成立。

2b.应收账款

Metro公司为顾客提供递送服务，顾客允诺在一段时间之后支付900美元。公司授予信用而
不是要求顾客立即支付，此称为应付账款。该项交易包括公司提供服务与顾客承诺稍后付款
之间的交换。这项交易和先前的交易类似的，因为都是公司的收入带来了所有者权益的增
加。但是，该交易的区别在于公司并没有收到现金。但是作为替代，公司收到了另一项资
产，应收账款。正如前面所述，应收账款是由于之前为顾客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公司在法律
上有权在将来向顾客收取。会计等式如下所示：

3b.收回应收账款

在交易2b中，Metro公司收到顾客的200美元，剩下的700美元会在以后支付。此事项放弃
对客户进行现金索取，它只影响到资产负债表。此交易事项增加现金200美元，减少了应收
账款200美元。应该注意到，这项交易仅仅改变了资产的组成。当公司提供服务时，会记录
收入，而在收到现金时就不再记录。

4b.支付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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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公司支付了2,600美元的薪酬。该项交易是用来交换员工提供的服务，公司在员工提
供服务后向员工支付费用。薪酬是公司实现收入所发生的成本，公司把它作为费用。因为公
司发生了费用，会计师认为项交易减少资产（现金）和所有者权益。由于净收入是所有者权
益中的一部，费用减少了净收入，同时也减少了所有者权益。

5b.支付租金

7月Metro公司支付了400美元的办公室租金。该项交易减少现金400美元，同时因为发生租
赁费用减少所有者权益400美元。

交易5b对会计等式的影响为：

6b.收到汽油的账单

在月末，Metro公司收到了600美元的汽油账单。因为Metro公司还未支付，该项交易增加
了应付账款（负债），同时由于Metro公司发生了费用使所有者权益减少。Metro公司的会
计等式变为：

1.4.4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交易事项总结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圖表 1.3总结了Metro Courier公司7月所有交易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它的期
初余额即为圖表 1.1 A部分的期末余额。每项交易之后都有一个小结，这些部分合计值是可
以留着，也可以省略。注意会计等式在交易结束后和月末都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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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 A部分每列期末余额是B部分中的金额，这些在圖表 1.2 C部分的资产负债表中有记
录。留存收益栏的分项数据是圖表 1.3 C部分的收入和支出项目，这些数据在圖表 1.2 A部分
的现金流量表中有记录。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期初余额加上本月的净收入得到月末余额，它
在圖表 1.2中的B部分列示。切记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不是为了生成报表，而是为了报表使用
者依据报表做出决策。在本书中我们将展示人们如何依据会计信息制定决策。

1.4.5 支付红利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所有者权益（1）通过所有者投入资金和运营过程中产生收入而增加。（2）由于产生收入过
程中发生费用而减少。以现金或其他资产向所有者支付红利也会减少所 有者权益。因此，如
果所有者收到了现金红利，就会减少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所有者权益；红利不是费用而是
收入的分配。

道德视角：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James Stevens正在州立大学学习会计课程。同时他也帮助公司寻找适合他们

信息需求的会计系统。他建议他的一位客户购买一个能够记录公司交易并能生

成财务报表的软件包。软件公司要收取4000美元的软件特需使用费，并对额外

增加的站点再收取1000美元的费用。

James 很高兴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但是，令他沮丧的是管理层打算在其他的8

个网点安装软件，却不打算向软件公司支付额外8000美元。管理层的一位成员

说，“软件 公司不会看出什么差别，每个人都在剽窃软件.如果软件公司发现

了，我们再支付额外的费用。我们费用在不支付这些不必要的费用的情况下已

经很高了。” James相信，如果他不按管理的指示，他将会失去这个客户。

会计视角：技术的使用
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可以进入公司主页找到它们的年度报告和其他的信息，进

入会计师事务所主页寻找就业机会和提供的服务，还可以进入政府机构、大学

及其他建立了主页的机构的主页。通过屏幕上的选择，你可以发现有关任何事

情的各种有趣的信息。你可以进入到博物馆，甚至是国外的；还可以看报纸，

例如华尔街日报；还可以找到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本章最

后有一些网上项目，来让你体验有关会计应用的“网上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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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资产负债表

METRO COURIER, INC

资产负债表

2010年7月31日

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现金 （F）$15,500 负债：

应收账款 （G）700 应付账款 （J）$600

卡车 （H）20,000 应付票据 （K）6,000

办公设备 （I）2,5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6,600

股本 （L）$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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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收益 （M）2,1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100

总资产 $38,7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38,700

圖表 1.3 METRO COURIER公司 月度损益表 2010年7月31日

1.5 分析及使用财务成果——产权比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公司权益的两个基本来源是股东和债权人；两者的和成为总权益。所有者权益率使用所有者
权益/总资产，因为总权益等于总资产。公式为：

产权比率=股东权益/总资产

所有者投入的比例越大，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强。但是较高的负债率也暗示出公司的盈利能力
高，应为通常情况下负债的利息率低于公司利用负债获得的收益率。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内容：假设一个公司拥有100,000美元的资产，该资产通过两者方式获
得：

Case 1

资产 $100,000 负债 $20,000

所有者权益 $80,000

Case 2

资产 $100,000 负债 $80,000

所有者权益 $20,000

当公司遭受经营损失时，资产就会减少。在case 1中，资产缩水20%就能使得负债和资产相
等。当负债超过资产时，公司将没有偿债能力。因此，在case 1中，债权人较安全，倾向于
借款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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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利率为10%的借款能够产生20%的收入，case 2会有更好的盈利。如果借款能够产生更
多的相对于成本更多的收入，选择case 2会使得所有者经济状况良好。

接着我们计算几家公司的最近的产权比率：

公司名称
所有者权益（百万美

元）

总权益（百万美

元）

产权比

率

Johnson & Johnson $ 23,734 $ 37,053 64.1%

3M Corporation 6,166 15,205 40.6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53,597 460,097 11.6

正如之前的数据显示，在实际公司中产权比率变动非常大。Johnson & Johnson 和 3M
Corporation相对于GE公司有较高的产权比率（较低比率的负债），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GE公司有很大比例的负债，可能是为了增加盈利能力。每 个公司都必须保持偿债能力和盈
利能力的平衡，以维持长期经营。现在所有者资产和债权人权益的合理比率依赖于产业，公
司的经营情况和管理层的经验观。

第一章介绍了会计流程的两个重要的部分——会计等式和经济业务。在第二章中，我们将学
习借方和贷方及会计人员是如何来记录经济业务的。了解财务报表中的数据是如何收集、分
类和记录的，可以帮助你理解做决定时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会计视角：技术的使用
当你毕业时，申请到第一份工作，未来的雇主希望你掌握电脑来便完成工作。

所以，在你毕业前你应该掌握word 程序，电子制表软件，和数据库软件。你应

该能够利用网络寻找有用的信息。在许多大学，你能在课上学习这些技能以获

得学分。如果你的学校不提供这些学分课程，参加没有学分的课程或是培训课

程。

1.5.1 了解学习的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个人独资企业是被个人拥有的非公司制企业，通常被同一个人管理。
• 合伙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合伙人所有的非公司制企业，通常由合伙人共同管理。
• 公司制企业是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成立的，通常由少数或很多的股东拥有。
• 服务公司依靠提供服务收取费用。
• 商品流通企业购买准备出售的货物，把它们卖给顾客。
• 制造业企业购买原材料，把他们转变为产品，并把它们销售给其他公司或最终客户。
• 利润表记录了公司的收入和费用，并展示了公司在报告期间的盈利能力。
•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展示所有者权益在期初和期末所有者权益的变化。
• 资产负债表列示了公司在特定时点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现金流量表列示了公司在会计报告期间现金的流入和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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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等式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 会计等式的左边代表了资产负债表的左边，列示了公司所拥有的价值。
• 会计等式的右边代表了资产负债表的右边，列示了资本的提供者。
• 一些交易只影响资产负债表的项目：资产（例如现金，应收账款，和设备）、负债（例

如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和股东权益（股本）。其他交易既影响资产负债表项目又影响
利润表项目（收入，费用和最终所有者权益）。

• 圖表 1.1（A部分）和圖表 1.3（A部分）列示了经济业务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 圖表 1.2（A部分）和圖表 1.3（C部分）列示了利润表。
• 资产负债表出现在圖表 1.2（B部分）和圖表 1.3（B部分）
• 产权比率是所有者权益除以总资产。
• 产权比率表明了企业在无力偿还负债的情况下资产缩水比例（负债大于资产）

1.5.2 附录：公司会计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会计的比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一些教材的作者用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来说明会计内容和实践。在我们对该书的使用者
和非使用者的调查中，我们得知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公司制企业的方法因为大多数学生会在公
司制企业工作或投资于公司制企业。另外，一些小企业作为公司运营，是因为投资者希望承
担有限的责任。

此附录简短介绍了三种企业所有制在会计上的不同，主要的不同点是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
或者所有者权益部分。

正如在本章所学习的，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部分包括股本和留存收益。在个
人独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部分只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合伙制企业的所
有者权益部分十分类似于个人独资企业，除了他列示了资本账户及每个合伙人的的资本余
额。

公司制 个人独资制 合伙制

股东 所有者权益 合伙人资本：

权益： John Smith John Smith,

股本…$100,000
资本
…………150,000

资本
…………$75,000

留存 Sam Jones,

收入…50,000
资本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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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150,000

$150,000 $150,000

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部分在本书的后部将变得更加的复杂，但是个人独资企业和合
伙制企业的所有者权益部分总是保持和上面所示的一致。个人独资企业所有者的资本包括所
有者投入企业的资本加上净收入所增加的资本，减少所有者撤出的资本。因此，在个人独资
企业中，各种股东权益账户的数额在所有者资本账户中。合伙制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包括合伙
人投入企业的资本，加上合伙人分享的净收入，减去合伙人撤退的资本。

公司制企业的分红类似于个人独资企业所有者撤走资金。这些资金表明了所有者将资金带出
企业。在合伙制企业中，每个合伙人都有一个撤出账户。在三种组织形式中，会计师对资
产、负债、收入、费用账户的处理是相似的。

1.5.3 问题演示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2010年6月1日，Green Hills Riding Stable公司组建,。下面的经济业务发生在6月份：

6月1日股票发行10,000美元。

4 支付租入马具的月租金1,200美元。

8 应支付该月的马饲料费800美元。

15 收到七月份马匹寄宿费3000美元(费用发生在7月10号.)

20 支付其他费用600美元。

29用自有资金和借入的40,000资金购买土地。该贷款在5年内支付，从7月31日起，每月末
支付利息。

30 支付当月的职工薪酬700美元。

30 骑马课程应向顾客收取2,800美元。（费用应在7月10日支付）

要求：

1. 准备经济交易的摘要。在第一栏中记入现金，应收账款，土地，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股本和留存收益，在每项交易后确认基本会计等式的平衡。

2. 准备2010年6月的利润表。
3. 准备2010年6月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4. 准备2010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

1.5.3.1 交易分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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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REEN HILLS RIDING STABLE公司

利润表

2010年6月1日-30日

收入：

马匹寄宿费收入 $3,000

骑马课程收入 2,800

总收入 $5,800

费用：

租金费用 $1,200

饲料费用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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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费用 700

其他费用 600

总费用 3,300

净收入 $2,500

c)

GREEN HILLS RIDING STABLE公司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0年6月1日-30日

6月1日所有者权益 $-0-

加：六月净收入 2,500

总 $2,500

减：分红 -0-

6月30日所有者权益 $2,500

d)

GREEN HILLS RIDING STABLE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10年6月30日

资产

现金 $7,500

应收账款 5,800

43



土地 40,000

总资产 $53,3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账款 $800

应付票据 40,000

总负债 $40,80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0,000

留存收益 2,5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5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53,300.00

1.5.4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或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应付账款：赊账购买供应商的商品或服务。

应收账款：应向客户收取的已提供的服务费用。

资产：企业所有的有价值的事务。例如包括现金，机器和建筑物。对于所有者，资产具有能
够使用货币来衡量和计算的服务潜能或者效用。

资产负债表：财务报表列示了在特定时点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包括金额）。也
称为财务状况报表。

交易实体观念（或会计实体观念）：企业组织的独立存在。

股本：权益账户的名称，表明了企业股东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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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见“持续经济概念”

公司：按照一国法律成立，由少许股东或许多股东所有。

成本：放弃资源或作出牺牲来获得想要的东西，例如一辆新的卡车（资产）。

红利：给予公司所有者的报酬（通常为现金）。它是对企业的收入分配而不是费用。

实体：独立于企业所有者，债权人，雇员，顾客，其他利益组织和其他企业的经济实体，且
会计记录持续进行。

权益：广义的说，对资产的要求权或资产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产权比率：所有者权益除以总权益（或总资产）。

交易成本观念：由交换过程决定的用来记录资产客观的货币价格。

成本：成本是在发成收入时产生的，根据向顾客提供服务过程中所让与或消耗的资产来衡
量。

持续经营观念：除非有强有力的相反的证据，注册会计师假设公司在无限未来将持续经营。

利润表：说明收入和费用的财务报表，并报告了企业在规定时期的盈利能力。有时称为损益
表。

负债：归属于企业的债务或是债权人的权益。例如: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制造企业：公司购买原材料，然后转变为产品，把产品出售给其他企业或是最终顾客。

商业企业：公司购买产品，并把它们出售给顾客。

货币计量观念：用常用的货币单元计录和报告经济活动，例如美元。

净收益：一段时间的收入超过同期费用的金额。

净损失：一段时间的费用超过同期收入的金额。

应付票据：公司在为每笔贷款签订协议后，由贷款的所有者向其贷出款项。

合伙制：由二个或更多人组成合伙人所拥有的非公司制企业。

会计期间：为记录企业实体的经济活动，假设企业的生命能被分成有意义的时期（例如月或
是年）

盈利能力：创收能力。利润表反应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所有者权益：净收入扣除向所有者支付的红利。

收入：由于销售商品或向顾客提供服务所产生的资产（例如现金）流入。

服务公司：提供服务收取费用的公司。（例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或是干洗店）。

个人独资企业：由个人拥有的非公司制企业，通常被同一个人管理。

偿债能力：到期支付债务的能力。资产负债表反应了公司的偿债能力。

原始凭证：任何手写或打印的交易证据，它描述了交易的必要事实，例如支付现金和收到现
金的收据。

现金流量表：反应了公司在一段时间现金的流入和流出的财务报表。

所有者权益表：说明在两个结账日期间留存权益发生变化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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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所有者在公司中的所有的利益。

股东：公司的所有者；他们购买代表公司所有权单位的公司股票。

交易摘要：第一章所使用的教学工具，用来说明经济业务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交易：导致会计等式项目计量变化的企业活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1.5.5 自我测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下面的表达是否正确

1. 企业组织的三种形式是个人独资制，合伙制和信任制
2. 三种企业活动形式是服务业，零售业和制造业
3. 利润表列示了公司在特定时点的盈利能力，例如2010年12月31日。
4. 所有者权益表既列示了一段时间的净收入也反映了所有者权益的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
5. 资产负债表包含的项目和会计等式中的项目相同。

多项选择

根据题目选题最佳答案

1. 留存收益的期末余额列示在：
a. 收入表
b.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c. 资产负债表
d. b和c

2. 下面哪项是不正确的会计等式的形式？
a. 资产=权益
b.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c.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d. 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

3. 下面哪项不是本章提出的5个基本假设？
a. 交易成本假设
b. 通货膨胀计量假设
c. 企业实体假设
d. 持续经营假设

4. 当股东向企业投资现金，会产生什么影响？
a.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增加
b. 资产和负债都增加
c. 资产和负债都增加
d. 以上说法都不对

5. 当顾客赊购时，会产生什么影响？
a. 现金和所有者权益减少
b. 现金和所有者权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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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收账款和所有者权益增加
d. 应付账款增加，所有者权益减少

现在翻到本章的“自测”答案来检查你的答案

1.5.6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会计常被称为商业语言。你同意这个描述的那些方面？你认为这个描述的缺陷是什么？
• 定义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不同点和相同点是什么？
• 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的不同点和相同点是什么？
• 定义收入。它是如何衡量的？
• 定义收入。它是如何衡量的？
• 什么是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提供了企业哪些方面的信息？
• 什么是利润表？利润提供了企业哪些方面的信息？
• 所有者权益表提供了哪些信息？
• 定义现金流量表列示的三种活动形式。
• 什么是交易？交易对会计师有什么作用（What use does the accountant make of

transactions）? 为什么?
• 什么是会计等式？为什么它总是平衡的？
• 举一个你个人生活众利用会计信息做出决策的例子。
• 你被选举为教堂董事会成员，在你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提到了新建一个教堂。管理层在

做决定时需要那些会计信息？
• 公司用现金2,000美元购买了设备。卖方认为该项设备值2,400美元。在会计上应该用哪

个金额计量？
• 什么是货币计量？
• 交易价格（或成本）观念的重要性是什么？得到一项资产的成本是如何决定的？
• 持续经营假设对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资产总额的影响是什么？
• 会计期间在编制财务报表中有什么重要性？
• 描述一个这样的交易：
• 增加一项资产和股本。
• 增加一项资产和一项负债。
• 增加一项资产并减少另一项资产。
• 减少一项资产和一项负债。
• 增加一项资产和所有者权益。
• 增加一项负债和减少所有者权益。
• 减少一项资产和留存收益。
• 识别增加所有者权益和减少股东权益的原因。
• 现实问题：查阅本书后面The Limited公司年报附录中的2000年的财务报表，在最近三

年的净收益或者净亏损是多少？在阅读完管理者的讨论及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分析
后，论述这种财务变化的含义。

• 现实问题：阅读The Limited公司年报附录中的财务报表，讨论公司的偿债能力随着时
间的推移是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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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练习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把B栏的描述和A栏的术语进行配对

A栏 B栏

1 有限公司 a 归个人所有的非公司制企业

2 商业公司 b 被大多数企业所使用的企业组织形式

3 合伙制 c 购买原材料并把它转变成最终产品

4 制造公司 d 购买产成品并同时把它们出售给顾客

5 服务公司 e 归一个以上所有者所有的非公司制企业

6 个人独资企业 f 提供服务而收费

练习B）假设留存收益从2010年6月到2011年6月增加了3,600美元，本年宣告并分配现金股
利300美元。

a. 计算本年的净收入

b. 假设本年的支出为9,000美元。计算本年的收入。

练习C） 2010 年12 月31 日，Perez Company 公司拥有资产150,000 美元，负债97,500 美
元以及股本33,750美元。2011年公司的收入为45,000美元，支出为33，750美元，宣告并
支付股利3,000美元。

a. 计算公司2010年12月31日的留存收益。

b. 计算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留存收益。

练习D）年初公司拥有负债50,000美元，股本150,000美元。年末留存收益总计为135,000美
元。本年的净收入为45,000美元，宣告并支付股利15,000美元。计算年初的留存收益和总资
产。

练习E）分析下面的事项是否对会计等式中的项目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对事项进行分析，
说明它的两面性或者是双重性。

a. 用12,000美元现金购买设备。

b. 购买价值40,000美元的卡车，并签署票据，并承诺10天后支付。

c. 为本月公用事业支付1,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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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支付b中的应付票据

e. 以每月1,200美元雇佣Mary Childers为销售人员。她将于下周开始工作。

f. 与银行签署协议，在未来2年内可向银行借款总额为200,000美元。

练习F） Bradley公司是从事快递服务业务的公司，在2010年7月完成了以下的交易：

a. 利用赊购方式购买办公设备。

b. 支付应付账款。

c. 赊购方式获得服务收入。

d. 向银行签署票据借款。

e. 为雇员支付本月工资。

f. 从顾客收到赊账现金。

g. 收到当月的油气账单。

h. 用现金购买卡车。

i. 宣告和支付现金股利。

使用与示例4（A部分）相似的表格的形式，表明每项交易对会计等式的影响，用“+”表示增
加，用“-”表示减少，不需要填写金额和说明栏。

练习G）指出下面每一项交易使得所有者权益金额发生的变化：

a. 所有者投入100，000美元现金购买公司股票。

b. 用现金40,000美元购买土地。

c. 公司为顾客提供服务，顾客承诺一个月后支付18，000美元。

d. 支付本月工资12,000美元。

e. 支付应付账款14,000美元。

练习H）举出一个例子，使得其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有如下的影响：

a. 增加现金；减少其他资产。

b. 减少现金；增加其他资产。

c. 增加一项资产；增加一项负债。

d. 减少留存权益；减少一项资产；

e. 增加除现金以外的一项资产；增加。

f. 减少一项资产；减少一项负债。

练习I）下面哪项交易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为什么？

a. 向雇员支付当月的劳务费20,000美元。

b. 为获得土地支付美元175,000美元。

c. 支付应付票据18,000美元。没有利息。

d. 支付应付账款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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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J）假设Cinck公司2010年7月的有关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汇总如下：

工资费用 $120,000

服务收入 300,000

油气费用 27,000

租金费用 48,000

红利支付 40,000

准备2010年7月的利润表。

练习K）考虑下面的事项，准备一份Brindle皮革公司2010年8月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7月末的所有者权益为188,000美元。

8月的应付红利为63,600美元。

8月的净收入为72,000美元。

Speedy Printer Repair公司2010年12月31日的交易汇总表如下所示：

应付账款 $60,000

应收账款 90,000

股本 100,000

现金 40,000

土地 80,000

建筑物 50,000

设备 30,000

应付票据 20,000

所有者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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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一张资产负债表，我们按顺序登记账户。

练习M）Merck & Co.公司是研发、制造和销售人和动物健康产品的世界领先公司。该公司
有7,000名员工，每年花费超过20亿美元研发新药。2月份末,它的22亿股股票市场价值为
1320亿美元。给出Merck公司以下数据，计算2003年和2002年的产权比率，然后进行评
价。

2003 2002

股東權益 USD 14,832,400,000 USD 13,241,600,000

總權益 USD 39,910,400,000 USD 35,634,900,000

1.5.8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Lakewood个人财务公司提供财务咨询服务，2010年5月从事的交易如下：

5月1日收到公司组建时发行股票金额300,000美元。

2 公司以应付票据的形式向银行借款182,400美元。

7 公司用现金购买价值182,400美元的电脑设备。

11 收到到期的服务费15，200美元。

14 向顾客提供服务，顾客承诺在一个月后支付10,000美元。

15 支付工资13,200美元。

19 公司支付应付票据款14,000美元给银行。

31 向银行支付五月份140美元的利息。（利息是一种费用，它减少所有者权益）

31 5月14日顾客向公司支付其所欠款项3,200美元。

31 收到一个为顾客提供服务的订单，它价值12,000美元。

准备一份交易汇总（见示例4中的A部分）。在首列中列示现金，应收账款，设备，应付票
据，股本和所有者权益。确保每项交易后会计等式平衡。

问题B）Reliable Lawn Care Service公司，为个人居所照顾草坪和灌木丛，2010年4月从事
的交易如下：

4月1日 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收到400,000美元现金。

4 公司用101,760美元现金购买设备。

9 公司购买另外的修剪设备花费9,120美元，并同意在30日内支付。

15 收到到期的服务费3,8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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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应收顾客的服务费总计为5,280美元。

30 收到应收账款3,072美元（见4月16日）。

30 在本月支付的其他经营费用6,240美元。

30 签订购买不同种类设备的订单，花费28,800美元。

a. 准备一个交易汇总（见示例4的A部分）。在首栏中使用现金，会计应收，设备，应付账
款，股本和留存收益账户，确定在每项交易之后基本的会计等式平衡。

b. 准备一份4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

问题C）分析the Moonlight Drive-In剧院2010年7月列示的如下交易：

电影票收入 USD 180,000

设备租赁费 50,000

电影租赁费 53,400

特许权收入 29,600

广告费用 18,600

工资费用 60,000

设施费用 14,100

宣告和支付的现金股利 12,000

6月30日资产负债表包含的项目：

现金 USD 140,000

土地 148,000

应付账款 87,600

股本 114,000

2010年6月1日留存收益 84,900

a. 准备2010年6月的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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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准备2010年6月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c. 准备2010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

d. 该公司的偿债能力如何？

问题D） Little Folks Baseball公司，由一些家长为了满足孩子打棒球的场地需要而成立的。
在它营运的第二年年初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LITTLE FOLKS BASEBALL

资产负债表

2010年4月30日

资产 $56,000

现金 80,000

应收账款 600,000

土地 $736,000

总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账款 $64,00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00,000

所有者权益 272,000 672,000

总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736,000

2010年5月的交易汇总如下：

a. 额外发行股票获得现金200,000.美元。

b. 收到应收账款8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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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支付应付账款64,000美元。

d. 收到会员费260,000美元现金和应收账款120,000美元。

e. 发生的运营费用：60,000美元现金和应付账款160,000美元。

f. 支付股利16,000美元。

g. 用96,000美元现金购买土地。

h. 新设备的订单预计花费120,000美元。

a. 准备一个交易汇总（见圖表 1.3 A部分），使列标题和资产负债表的列标题保持相同。在
每项交易后确保平衡。

b. 准备2010年5月的利润表。

c. 准备2010年5月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d. 准备2010年5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下面是Target-Line Golf Driving Range公司的2110年4月30号和2010年5月31号的资产负债
表及5月份的现金流量表。（习惯做法是把时间最近的放在前面）

TARGET-LINE GOLF DRIVING RANGE

比较资产负债表

5月31日 4月30日

2010 2010

资产

现金 $56,400 $46,800

土地 163,200 144,000

总资产 $219,600 $190,8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应付账款 $18,000 $27,600

股本 144,000 144,000

所有者权益 57,600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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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19,600 $190,800

TARGET-LINE GOLF DRIVING RANGE

利润表

截止到2010年5月31日

收入

服务收入 $64,000

费用：

薪酬费用 $16,000

设备租赁费用 9,600 25,600

净收 $38,400

所有的收入都在账户中，陈述导致资产负债表2010年4月30日到5月31日发生变化的原因。

1.5.9 补充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补充问题A） Preston Auto Paint公司暂时免费使用一栋旧建筑物，并在2010年9月完成了
下列业务

9月1日 公司组建并收到发行股票100,000美元。

5日 公司用现金25,000美元购买绘图和。

7日 公司为顾客粉刷车队，顾客同意在一周内支付8,000美元，特殊油漆是顾客提供的。

14 公司从9月7日的交易中收到8,000美元。

20 另外购买价值2,800美元砂磨设备，货款9月28日支付。

28 支付9月20日的欠款2,400美元。

30 支付本月工资2,200美元。

30 订购额外的喷漆用具，价格为20,000美元。

准备一个公司业务的交易汇总（见圖表 1.3 A部分），在金额栏填上现金，应收账款，设
备，应付账款，股本，和所有者权益。在每项交易后确保基本会计等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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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问题B）Quick-Start Home Repair公司在2010年6月完成以下交易：

公司6月1日组建，并收到200,000美元现金股本。

4 公司用4,800现金购买一辆卡车。

7 公司以应付票据的形式向银行借款10,000美元。

9 收到修理费4,500美元。

12 到本月止公司支付管理费用3,400美元。

18 客户允诺在一月内支付5,400美元的修理费。

25 公司向银行支付4,060的美元，包括4，050美元本金和15美元的利息。

30 从6月13日到记录日所发生的其他费用为3,825美元，并用现金支付。

30 收到一个明天为顾客修理的服务订单，价值3,000美元。

a. 准备一个公司业务的交易汇总（见圖表 1.3 A部分），在金额栏填写现金，应收账款，卡
车，应收票据，股本，和所有者权益。在每项交易后确保基本会计等式的平衡。

b. 准备2010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

补充问题C）下面是Luxury Apartments公司截止到2010年6月30日的交易汇总，公司拥有
和运营一座公寓楼。

公寓楼租金收入 USD 150,000

公寓楼修理费 2870

公寓楼清理费和人力成本 3185

公寓楼的财产税 4000

公寓楼的保险费 1225

支付收租代理人佣金 5000

法律和会计费用（用来准备租赁协议） 1260

设施费 8225

新遮篷的成本（6月30日安装，并将使用10年） 5000

在150,000美元的租赁费中，有5000美元到2010年7月5号才能收回

准备一份截止到2010年6月30日的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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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问题D）下面是Central District Parking公司的数据：

CENTRAL DISTRICT PARKING 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10年10月1日

资产

现金 $344,000

应收账款 18,000

总资产 $362,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应付账款 $94,000

股本 232,000

所有者权益 36,000

总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362,000

2010年的交易总结如下：

10月1日 支付9月30日的应付账款94,000美元。

1 公司支付10月的租金19,200美元。

7 公司收到包天顾客本周的停车费用4,200美元。

10 公司收到9月30日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14,400美元。

14 从包天顾客处收到6,600美元现金。

15 获得团体客户的停车费6,000美元，尚未收款。

16 公司支付10月1日-15日的工资2,400美元。

19 公司支付10月的广告费2,400美元。

21 本周从包天顾客获得现金收入7,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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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公司发生其他费用840美元。将于11月10日支付。

31 从包天顾客获得最近十天的现金收入8,400美元。

31 公司支付10月16-31日工资3,000美元。

31 10月份包月顾客总账款为21,600美元。

31 支付现金股利24,000美元。

a. 准备一个公司业务的交易汇总（见圖表 1.3 A部分）。在标题栏中使用与之前所给资产负
债表相同的项目。在每项交易后确保基本会计等式的平衡。

b. 准备一份2010年10月的利润表。

c. 准备一份2010年10月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d. 准备一份2010年10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补充问题E）下面是Beach Camping Trailer Storage 公司2010年6月30日和5月31日的资产
负债表以及6月的利润表。（通常先列示最近期间的数据）

BEACH CAMPING TRAILER STOR AGE公司

比较资产负债表

6月30日 5月31日

2010 2010

资产

现金 $52,000 $60,000

应收账款 24,000 -0-

土地 36,000 36,000

总资产 $112,000 $96,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权益

应付账款 $18,000 $24,000

股本 60,000 60,000

所有者权益 34,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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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112,000 $96,000

BEACH CAMPING TRAILER STOR AGE公司

利润表

截止到2010年6月3日

收入 $100,000

服务收入

费用：

工资费用 $48,000

购买使用的物资 24,000 72,000

净收入 $28,000

6月份宣告并支付的股利为6,000美元。

表述5月31日和6月30日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化的原因。

1.5.10 Beyond the numbers—批判性思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经营决策案例A）从高校毕业后，Jim Crane为一个建筑商工作，主要建造房屋和小户型公
寓。在未来的6年中，Crane在这个前途光明的建筑行业以努力、专注和信赖获得了良好的
声誉，他几乎能够处理任何工作如木工修理，电工，和铺设管道等。

Crane决定从商，打算开一家名为Jim’s Fix-It Shop的公司。他投入了资金，一些工具和一辆
旧卡车。他为一些业主完成了修理和改造的工作。对他的服务需求越来越多，以至于自已一
个人无法完成。他腾出了自己的车库，并把它转变为一个商店，增设了一些新的木工器具。

现在两年过去了，Crane必须决定是继续开自己的店还是接受一个房屋建筑商提供的的现场
主管的职位。他的雇佣年薪为50,000美元和价值8,000美元的附加福利（医疗保险，退休
金，假期，病假工作和人身保险）。这个职位对Crane很有吸引力，但是他不想放弃自己的
事业，因为他很喜欢自己当老板，尽管他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标准的4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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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Crane向你求助，帮助他收集有助于作出决定的信息。他随身带来了自己企业的会计记
录，这是由有经验的会计师做的。利用你的逻辑和生活经验，指出Jim作出明智选择所需要
的信息。特别关注一下他自己公司的会计信息，根据这些会计信息能够直接做决策吗？为
Jim写一份备忘录来描述做出明智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备忘录的标题应该包括时间、写给
谁、来自于谁和主题。（见下面E项目的格式）

年度报告分析B）回忆本章介绍的产权比率，它使用股东权益/总权益（或总资产）。另外
一个分析偿债能力的公式是总负债/总资产。后面的公式讲述的是债务与资产的比例而不是
股东权益与资产的比例，这两个比例是互补的，两者加起来的和为1。如果负债占资产的
25%，则股东权益占资产的比例为75%。

下面使用Gateway的历史数据，计算每年的资产负债率。

研究这些数据并评价公司的偿债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偿债能力是否有一定的趋
势？Gateway公司在过去的六年中所有者权益经历了巨大的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的
负债也增加了。Gateway公司能在不增加负债的情况下实现这些增长吗？

财务报告分析C）观察年报附录中的有限公司的年报，在报告中你将发现描述管理层对财务
报表的责任的一封信和独立审计师的报告。

写出下面问题的答案：

谁负责编制财务报表？

内部审计的重要性是什么？

审计委员会的角色是什么？

为什么审计委员会中没有管理层和员工？

外部独立审计者的责任是什么？

外部独立审计者能够绝对保证财务报表没有重大的遗漏吗？

外部独立审计者检查证据的限度是什么？

道德案例-写作经历 D）针对“一个道德的视角：全面陈述”，写一个短文讨论James Stevens
倾向的选择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你会推荐哪个选择？

项目组E）两个或三个学生为一组，采访一位你所在社区的企业家，询问他是如何使用会计
信息来做决策的并获得相应的例子。每组向指导者写一份报告总结采访的结果。记录中应该
包括下列信息：

时间：

To:

From:

题目：

报告的内容包括被采访者的姓名和职位、公司的名称、采访的时间、利用会计信息做决策的
案例和其他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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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案例F）由一到两个学生组成一组，构想一个你毕业后想成立的公司。描述该公司在第
一个月承担的15-20项经济业务。准备一个交易汇总列示出每个交易如何影响会计等式。识
别你汇总的交易中的每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项目。例如，不要用一个总额来代表资
产，列示出现金，应收账款等会计等式中的其他项目。

小组案例G）由一到两个学生组成一组并利用图书馆资源，写一个有关美国公认会计协会对
会员的服务和他们的活动的论文。认真列出信息的来源，直接引用应该标出并独立放置，如
果太长要缩进排版或者用引号，比较短的不用缩进（indented if relatively long or in quote
marks and not indented if relatively short）。没有列出来源的引用是抄袭，必须避免。

1.5.11 使用互联网——现实视野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Nokia的网址：

http://www.nokia.com

写一个简短的论文描述公司的信息、产品、服务和对产品的支持。

访问Ford 汽车公司的网址：

http://www.ford.com

当打开网页时，搜索投资者的信息和 Ford公司的年报。基于你的调查，写一个简短的报告
描述年报的大概内容。

1.5.12 自我测试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1. 错。公司是第三种形式，并不是信任制。
2. 对。本章中包含了这三种组织形式的会计信息。
3. 错。利润表使用一段期间的数据，例如“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的数据”。
4. 对。另外，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列示了宣告的股利。
5. 对。都列示了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选择

1. d 留存收益的期末余额既列示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又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中。

2. d 该等式不平衡。

3. b 通货膨胀观念的内容没有被讨论，其他的两个是货币计量观念和会计期间的观念。

4. c 当股东投入现金，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加。

5. c 以赊账形式提供服务既增加了应收账款也增加了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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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 经济业务的记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可以达到用账户对会计信息进行基本的归类和处理。
• 可以基于不同种类账户的借贷关系说明商业交易过程。
• 可以列出会计循环周期的各个步骤。
• 在记账凭证上记录商业交易过程。
• 将记账分录过入到分类账中。
• 可以通过一张试算平衡表，检验在记账分录中以及传递过程中借方和贷方是否平衡。
• 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分析和使用财务结果。

会计师的薪酬潜力

在学校,学生选择什么专业往往比选修哪些课程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学
生的专业，以及学习期间的表现，将决定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很少有专业人士会完全基于薪
酬对职业选择提出建议,但是，学生在选择专业从而确定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有必要被告
知不同的选择可能会带来的潜在的收入回报。下面列举了许多与会计职业相关的薪酬信息。
这些薪酬，只是对2009年现在的一个参考统计。薪酬会因所在地域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
另外拥有CPA的证书或是硕士学位（会计或MBA），薪酬应在此基础上上浮10%至15%。

注册会计师薪酬，非合作人

职位

大型CPA公司： 薪酬范围

起始工资 35，750-42，500美元

一到三年的工资 41，000-51，250美元

经理 77,750-119,000美元

小型CPA公司

起始工资 29,500-36,250美元

一到三年的工资 33,750-42,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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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62,750-84,500美元

公司会计的薪酬 – 大型公司

职位 薪酬范围

首席财务官 $244,500 - $347,000

财务副总 $189,000 - $293,500

财务经理 $121,500 - $178,250

会计经理 $115,250 - $157,500

财务总管 $105,750 - $147,250

财务总管助理 $89,750 - $114,750

税务主管 $117,000 - $209,750

税务经理 $78,000 - $113,750

审计主管 $127,750 - $200,750

一般的会计经理 $61,250 - $83,250

一般的会计经理——1到3年经验 $37,500 - $48,750

一般的会计经理——起薪 $31,750 - $39,750

对会计和金融职业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在Robert Half 网（ www.roberthalf.com www.rob
erthalf.com (http://www.roberthalf.com%20www.roberthalf.com)）找到这些以及许多
其他详细的会计资料。此外，会计学教授一般都熟悉会计毕业生的起始薪金和就业机会，所
以你可以与他们讨论和交流更多的有关职业和薪酬的问题。

在第一章中，我们介绍了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这些报
表是基于会计等式的财务会计流程的最终结果。财务会计的处理过程量化了过去一段时间的
管理决策。这些决策的结果会报告给相关人员--管理者、债权人和投资者--并作为制定未来
决策的依据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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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核算的原始数据是商业交易。我们在第1章中将这些交易在会计等式中记录为资产的增
加或减少，负债,和股东权益等项目。这个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商业交易如何对会计等式产生影
响。当处理这些案例中的交易时，你可能会觉得在交易的汇总栏中列出所有的增加项或减少
项在实际操作时会过于繁琐,毕竟大多数企业，即使是小企业，每天都会发生许多的商业交
易。在第2章我们将讨论在现实世界里如何将商业交易记录在会计过程里。

为了解释同时使用借方和贷方记录商业交易的过程，我们将引入一些新的工具：T-帐户，记
账凭证和总分类帐。使用这些工具，你可以记录公司的各种商业交易。像会计师一样，你可
以使用试算平衡表来检查你所记录的借方和贷方是否相等。这是Franciscan monk,和Luca
Pacioli在几个世纪前描述的复式记账会计制度。理解这一程序能够使你更好地了解财务报表
的内容，运用所提供的资料作出明智的商业决策。

2.1 借方与贷方的解释和规则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每年公司都会从事数以万计交易。一位会计师分类并且汇总这些交易的数据，并从中提取出
有用的信息。

记录商业交易的步骤

看圖表 2.5中的记录和过入商业交易的步骤。 注意原始凭证提供了业务发生的证据，这些原
始文件包括以下项目，接受供应商商品和服务的账单，向顾客出售商品和服务的账单及现金
封条等。原始凭证中的信息是记账凭证的基础，然后公司将该信息过入到分类账账户中。

圖表 2.5中可以看到，你准备好记账后，将其过入到分类账户中。但是，在你能登录记账凭
证前，你必须先理解借贷记账法。为了学习这些规则，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账户的属性。

幸运地是，多数商业交易是可重复的。这使得会计师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比较容易，因
为他们可以将交易分类成具有共同特性的组别。例如，一家公司每年可能有数以千计的现金
收入或支出。其中部分现金交易能够被记录和汇总到一个独立的账户。

帐户是会计系统的一部分并用来进行分类汇总每个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平衡、红
利、收入、费用、增加和减少等。公司为每个不同的商业因素建立账户，例如现金，应收帐
款，和应付帐款。每个企业在会计系统中都有现金账户因为手头现金的数额是非常有用的信
息。

会计师对相同的项目可能会有不同的账户名称。例如，一个会计可能会给一个账户起名为应
付票据帐户，另一个则取名为应付账款账户。这两个账户都是用来记录公 司的借款总额。帐
户标题应合乎逻辑从而能够帮助会计师将相似的交易记录到相同的帐户中。一旦给一个帐户
取了特定的名称，必须在整个会计记录中使用相同的名 称。

公司的会计系统中的帐户的数量取决于公司运营中信息需求的数量。基本要求是每个帐户都
能够提供作决策时需要的有用信息。因此，可以对所有现金设置一个帐户 会比为每种形式的
现金独立建立一个帐户 (手中的硬币，货币和在银行中的存款）更为有用。现金的数量是比
持有现金的形式更为有用的信息。

为了说明如何在帐户中记录的增加和减少，我们使用T-帐户，这看上去像一个大写字母T。
账户的名称，例如现金写在T上部的交叉处。我们会在T 垂直线的一侧记录增加在另侧记录
减少。T-帐户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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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视角: 商业洞悉
你考虑过自己创业吗？如果是这样，你将需要了解会计知识，以成功运行你的

公司。为了了解你的业务做得如何，你必须理解和分析财务报表。会计信息还

告诉你为什么如所报告的那样履行。如果你是在销售或开发某些产品或执行一

项特殊的服务，只有基于会计信息作出商业决策，才会使得你获利经营或者考

虑扩大规模。

说明 2.1 记录步骤和过入交易影响

圖表 2.1 商业交易结果的记录和过入步骤

第1章中你看到每项商业交易至少影响两个项目。例如，你作为所有者投入现金，公司的资
产增加，股东股权也增加。这一结果在示例 1.3 中的交易汇总中得到说明。在下面的部分，
我们使用借方和贷方以及复式记账法来记录商业交易所导致的增加和减少。

会计师们使用借方项目而不是说，“把记录放在T型账户的左边”。他们使用贷方账户表示“把
记录放在T型账户的右侧”。借方（简记为Dr.）简单的意思为左侧；贷方（简记为Cr.）是指
右侧。 这样，所有账户借方记录在账户的左边，而贷方记录在记录的右侧。

把一个商业事件认定为是商业交易后，我们对它进行分析决定它是增加或是减少了资产、负
债、股东权益、红利、收入或是费用。然后我们将这些增减数额记录为借方或贷方。

在我们记录的每项商业交易中，借方账户总额一定等于贷方的账户总额。当我们记入借方一
个账户100美元时，我们必须记入贷方另一个账户金额总计100美元。会计要求每项交易的
借方金额等于贷方金额，它被称为复式记账法。复式记账的过程中保持会计等式的平衡。

复式记账过程产生了两种账户类型。一种为借方余额，一种为贷方余额，这两种账户总额必
须相等。另外还包括一些确认方法来保证交易记录过程中的算术计算部分没有差错。现在，
让我们把商业交易实际记录到在T型账户的借方和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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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记录资产、 负债和股东权益变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当我们记录每个商业交易时，记住会计流程的基础是下面的基本会计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如果你注意到会计等式的等号，在T型账户中记录交易是比较容易的。资产是在等号的左
侧，那么T型账户的左侧表示增加。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等号的右侧，在T 行 帐户的右侧表
示增加。你已经知道了T型账户的左侧表示借方，右侧表示贷方，所以你能够填写下面的增
减规则，例如：

总结：

• 资产在T型账户的左侧增加，在T型账户的右侧减少。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借方（左侧）的T型账户减少，在T型账户的贷方（右侧）增加。

利用这两个规则来保持账户平衡。现在我们将资产、 负债和股东权益的借方和贷方规则应用
到商业交易中。

假设公司在交易1中发行 10，000 美元的公司股票。（在圆括号中记录交易的编码，并把交
易的两边联系起来。 ）公司记录收到10，000美元的，如下所示：

该项交易增加现金资产，在现金帐户的左边记录。然后，交易增加股东权益，在股本帐户的
右边记录。

假设公司用应付票据在银行借入了5,000美元（交易2）。票据是在规定的时间无条件的支付
给另外一个组织（银行）所欠的金额，通常有特定的利率。公司记录的交易如下：

观察应付票据账户，在右方（贷方）记录增加。

记录收入和费用的变化在第一章中，我们在留存收益的账户中直接记录了收入和费用。但
是,现实中我么并不这样做，因为收入和费用的交易量比较大。企业一般把费用账户看做留存
收益账户借方的子账户，把收入账户看做留存收益账户贷方的子账户。因为公司需要收入和
费用的金额来准备利润表，他们为各种类型的收入和费用建立一个独立的账户。收入和费用
的记录规则为：

• 在t型账户的右侧（贷方）记录收入的增加在左侧（借方）记录收入的减少。这条规则
背后的原因为收入增加留存收益，并且留存收益的增加记录在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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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T型账户的左侧（借方）记录费用的增加并且在右侧记录减少。规则背后的原因为费
用减少留存收益，减少的留存收益记录在左侧。

为了说明这些规则，假设相同的公司收到顾客的服务费1,000美元现金（交易3）。作为一项
资产的现金账户，在T型账户的左侧增加（借方）。服务收入账户了增加留存收益，在右侧
增加（贷方）。

现在假设公司向雇员支付600美元的薪酬（交易4）。现金账户作为一项资产，在T型账户的
右侧（贷方）减少；并且工资费用账户，减少留存收益账户，在左侧（借方）增加。 1

记录红利的变化。因为红利减少所有者权益，增加额出现在红利账户的左侧并且在右侧减
少。因此，公司记录的支付2,000美元的红利如下：

2

在会计期末，会计师将费用，收入和红利账户的余额转入留存收益账户。这种余额的转入是
在账户信息被用来填制利润表之后，我们在第四章讨论这个步骤。

为了确定T型账户的余额，用借方合计额和贷方合计额的较大者减去较小者。如果借方合计
额超过贷方合计额，账户有贷方余额。例如，下面的现金账户使用之前的交易信息，该账户
为借方余额额13,400美元，借方合计为16,000美元，贷方合计额2,600美元。

1. 一般情况下，员工的工资要扣除社会保障、联邦政府和各州的税收等。在这里这些扣除部分忽略不计。
2. 后文我们将会说明，公司的债务股息直接计入留存收益账户而不是股息账户。

67



如果从另一个方面讲，贷方合计额超过了借方合计额，账户会有贷方余额。例如，假设公司
应付账款账户借方合计额为10,000美元，在贷方有13,000美元。账户的贷方余额为3,000美
元，正如下面的T型账户所示：

正常余额因为借方增加资产，费用和红利账户，它一般有借方（或是左侧）的余额。相反，
因为贷方增加负债，股本、所有者权益和收入账户通常有贷方（或是右侧）余额。

下面的表格列示了我们使用的7个账户的正常余额。

这时候，你应该记住借方和贷方的六条规则。稍后，正如你继续进行会计学习一样，规则也
会变成一种无意识的。然后，你就不再问自己，“它是增加借方还是增加贷方呢？”

资产账户在借方增加，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贷方增加。当汇总账户余额之后，应该符合下面
独立的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借方=贷方

这两个公式的准备给出了借贷的三个规则：

• 借方增加资产账户；贷方减少。
• 借方减少负债账户；贷方增加。
• 借方减少股东权益账户；贷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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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2 借贷法则

如果你记住费用和红利减少股东权益，收入增加股东权益，费用和红利账户及收入账户的借
贷就是有逻辑的。因为所有者权益账户在借方减少，费用和红利账户在借方增加。因为所有
者权益账户在贷方增加，收入账户在贷方增加。最后三个借贷规则为：

• 借方账户表示收入的减少；贷方表示增加。
• 借方账户表示收入的增加；贷方表示减少。
• 借方账户表示红利的增加；贷方表示减少。

在圖表 2.2中，我们介绍借贷的6条规则。首先，把费用和红利账户作为所有者权益账户借方
的子账户。其次，把收入账户看作是所有者权益账户贷方的子账户。接着我们来讨论会计循
环，并且说明从2到4章哪些部分介绍了会计循环步骤。

2.2 会计循环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循环是在会计期间所实施的一系列的步骤（一些是在期间，一些是在期末）以用来分
析，记录，分类，汇总和为编制财务报表提供有用的财务信息。在你想象会计循环的8个步
骤之前，你必须能够辨认一项交易。商业交易是能够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的可衡量的事件。例
如，假设公司的所有者在办公室摔了一壶咖啡或是在滑冰时摔断了他的腿。这两个事件简单
的说可以打断企业的运营。但是，他们在影响到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方面是不可衡量
的。

企业交易是在企业和外部实体间交换商品和现金，例如销售书籍，或者是向雇员支付工资。
这些事件只有一个基本准则：他们必须导致会计等式数量上的可衡量的变化。这些商业事件
发生的证明就是原始凭证，例如销售发票、支票等等。原始凭证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是
商业交易的最终证据。 3

3. 许多公司并不采用纸质文件，而是接收和发送电子源文件。在这种计算机化的环境中，源文件可能只存在交易双方的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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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决定了一个事件是可衡量的商业交易并获得了足够的交易证据之后，理智的分析交易对
会计等式的影响。你在第一章中学会了如何做这些。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描述了会计循
环的其它步骤。会计循环的这八个步骤以及讨论这些步骤的章节为：

• 通过检查原始凭证来分析经济业务。（第一章和第二章）
• 在记账凭证中记录经济业务（第二章）。
• 将记账分录过入到分类账中。（第二章）
• 准备账户的试算平衡表（第二章）并完成工作表（第四章）。（本步骤包括了第三章的

调整分录）。
• 编制财务报表。（第4章）
• 编制日记账分录和调整分录 (第三章和第四章)。
• 编制日记账分录和结转分录 (第4章)。
• 准备完成的试算平衡表 (第4章)。

此清单是第2-4章学习内容的预览，注意公司在会计期末进行最后的5个步骤。步骤5在步骤6
和步骤7之前因为管理者需要在最早的时间获得财务数据。在财务报告递送到管理者之后，
调整和结账才能进行。在圖表 2.3中，我们画出了会计循环的8个步骤。

你能在会计软件上实施许多这样的步骤。但是，你必须了解手工记账系统和所有的会计循环
的步骤来理解计算机所作的事情。这种理解消除了计算机从原始数据到生产财务报表的神秘
面纱。

2.3 日记账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为了解释借贷记账法，我们在账户中记录交易。每个分类账户只列示了账户的增和减。因
此，一个独立账户的影响不会只出现在一个账户中。例如，现金账户只包含现金交换的数据
并不列示现金的产生和花费。为了获得一项交易永久的记录，会计师用日记账来记录。

日记账是一个用时间序列（按时间顺序安排）来记录商业交易。日记账分录是在日记账中的
商业交易记录。日记账分录列示了所有交易的影响，同时它包含了对交易 的解释。交易在过
入到分类账户之前记录在日记账中。因为每项交易都初始记录在日记账中而不是在分类账
中，日记账被称为原始记录册。

一企业经常有多个日记账。在第四章简短的描述了几个特殊的日记账。在本章，我们使用日
记账的基本形式，普通日记账。正如圖表 2.4所示，普通日记账包含下列几栏：

说明 2.3 会计循环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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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3 会计循环的步骤

圖表 2.4 日记账分录

• 日期列。每张记账凭证的第一栏是日期。作为本页的第一条分录，该栏包括年、月、
日。对于本页的其他分录，此列只填写日期，直到月份发生变化。

• 会计科目和说明栏。分录的第一行列式了借方账户，第二行列式贷方账户。注意我们将
贷方账户名称向右缩进。例如在圖表 2.4中我们列示了借记现金账户，然后贷记股本账
户。交易的摘要出现在贷方分录的下一行并且在借方账户和贷方账户的中间缩进一半。
记账分录的摘要必须简明，足以描述整个交易并证明记录正确。当一个分录很明显时，
我们就省略摘要。

• 过账备查栏。该栏列示了借方账户或是贷方的账户代码。例如，在圖表 2.4中，第一项
记录中的编号100表示现金账户的编码为100。直到所有的信息都过入到合适的分类账
中本列中就没有代码出现了，我们在后面讨论过账。

• 借方栏。在借方栏中，账户借方的金额和名称写在同一行中。
• 贷方栏。在贷方栏中，账户贷方的金额和名称写在同一行中。

71



会计视角：技术的使用
在计算机系统中编制日记账与在手工系统中有所不同。计算机通常会询问借记

账户的编码。当你定义了账户的编码，计算机会在正确的位置列示账户的名

称。光标移动到借方栏并等待你在借方输入金额。然 后它会询问你是否需要更

多的借方。如何不，计算机立刻为你提示贷方编码。当你定义了贷方编码，计

算机提供了账户的名称并输入了与借方账户相同的金额。当有多于一个贷方

时，你可以不理会该金额并输入正确的金额。然后你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输入其

他的贷方。如果你的借方和贷方不相等，计算机提示你并让你改正错误。你可

以从标准列表选择摘要或者是自己输入。当你输入日记账分录后，计算机自动

将它们过入到分类账中。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让计算机打印出试算平衡表。

功能概要和日记账的优点：

日记账——

• 按时间先后顺序记录交易。
• 用借贷来分析经济业务。
• 必要时对每项交易做一个说明。
• 作为经济业务的原始资料.
• 消除来自账目的繁琐解释。
• 在适当的时间过入到分类账。
• 保持分类账的平衡，因为在每个日记账中借方总是等于贷方。
• 当分类账不平衡时有助于找到错误。

2.4 分类账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分类账（普通分类账）是对一个公司所有账户的归集。分类账可能是活页的，装订成卷或是
存入计算机。

账户分成两组：（1）资产负债表账户（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和（2）利润表账户（收
入和费用）。实账户和固永久性账户指的就是资产负债表账户。资产负债表账户是实体账户
因为他们不是子账户，或者不是其他的账户的细分。他们是固定的账户因为他们在会计期末
没有转入任何其他的账户。利润表账户和红利账户是名义账户，因为他们仅仅是所有者权益
账户的细分。名义性的账户也被称为是暂记账户，因为他们只是临时包含收入，费用，和红
利的信息，在会计期末要过入所有者权益账户。

会计科目表列示了分类账中所有的账户名称和编号。会计科目表可以比作是内容目录，账户
经常按下面的顺序列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红利，收入和费用。

单个账户在分类表中是顺次列示的。每个账户都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识别码和名称以助于记
录数据时定位账户。例如，一个公司为资产账户编号为100-199；负债账户为200-299；所
有者权益账户和红利账户为300-399；收入账户为400-499；费用账户为500-599。我们在本
书中使用这些编号体系。正规的科目表将首次出现在第11章，它是个独立的文件附在本书
后。你应该打印这个文件，放在手边以便解决难题和做练习。公司也可以使用其他的编号体
系。例如，有时一个公司从1,2开始按顺序编码账户。公司使用编码体系是一个重要的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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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明白了如何用记录账户借方和贷方，以及如何把所有账户形成分类账。你将会学习在
经营中过程的会计流程。

2.5 运营中的会计处理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MicroTrain公司是一个小企业，它使用顾客的设备来提供现场个人计算机软件培训。公司通
过适当安排，提供从初级到高级的培训。一小队卡车运送全体人员和教学用具到顾客的场
地。公司租入一座建筑物并支付设施费。

我们说明一下在公司成立时形成（11月）的股本金及在第一个月的运营（12月）。该公司
的会计流程与其它的小公司相似，MicroTrain公司使用的分类账户为：

账目
编

号

账户名

称
描述

资产 100 现金 银行存款和现金。

103
应收账

款
客户欠款。

107
库存物

料

例如纸张、信封、书写材料和其他用于为顾客提供训

练服务或行政管理工作的材料。

108
预付保

险
在保险期间前支付的保险费用。

112
预付租

金
在租期之前支付的租金。

150 卡车 卡车用来向顾客所在地运送人员和所需的训练物资。

负债 200
应付票

据
债权人购买物品的欠款。

216
预收账

款
在向顾客提供培训服务前收取的费用。

所有者

权益
300 股本 股东的投资业务。

310
留存收

益
收入在公司的留存。

股息 320 股息 对股东宣存的股息数量。

收入 400
服务收

入
为客户提供培训服务赚取的金额。

费用 505
广告费

用
在当前期间发生的广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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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目
编

号

账户名

称
描述

506
燃油费

用
在当前期间卡车发生的燃油费用。

507
工资费

用
在当前期间支付的工资数额。

511
公共设

施费用
在当前期间发生的公共设施成本。

注意账户编号之间的间隔（100,103,107等）。这些间隔允许公司日后在账户中添加新账
户。

首先，一项交易必须记账。记账就是在日记账中登录交易的影响的过程。然后，信息就会传
递到适当的分类账的账户。过账就是把包含在日记账中的信息记录到分类账账户的过程。我
们将后面详细介绍过账。

下面的例子中，每项交易都会影响分类账中两个或更多的账户。注意交易数据在普通日记账
和普通分类账中是相同的。分类账中的数据来源于日记账中记录，甚至这 些记录在几天之后
才会过账。我们的例子列示了日记账中的记录过入到T-型账户。在实际中，公司把日记账中
的记录过入分类账户中，我们在本章稍后部分介绍。

会计师使用权责发生制记账。在权责发生制下，无论公司是否收到现金，他们在公司完成销
售或提供服务后确认收入。无论公司是否支付现金，他们在费用发生时确认。在第三章中具
体讨论权责发生制。

在下面MicroTrain公司的例子中，交易1增加现金（借方）和股本（贷方）50,000美元。首
先MicroTrain在日记账中记录交易，然后把记录过入到会计分类账中。

交易1:2010年11月28日股东投入50,000美元设立Mi贷方oTrain公司

普通日记账

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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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没有发生其他的交易。公司在每月末编制财务报表，在圖表 2.1中列示了公司2010年
11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

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出了自2010年11月31日公司交易结束起分类表的平衡，这些期末余额
将成为12月初的期初余额。

现在假设为2010年12月，MicroTrain公司进行了下面的交易。我们在日记账中正确记录每
项交易，然后过账到分类账账户（T-型账），并描述了每项交易的影响。

圖表 2.5 资产负债表

交易2:12月1日为小卡车支付现金40,000美元

普通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交易3：12月1日支付1年的卡车保险费

普通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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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分类账

交易的影响

预付保险作为资产，增加（借方）；现金作为资产，（贷方）减少2,400美元。借方是预付
保险而不是保险费用是因为该保险单保期跨越了12月份（保险单经 常是提前支付一年）。
正像你在第三章看到的，在你使用时预付款将变为费用。如果该保险期是仅为12月份，该记
录的2,400美元将会变为保险费用。

交易4:12月1日租入一栋建筑物并支付了3个月的租金$1,200美元。

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预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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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影响

预付租金作为资产，增加（借方）；和另一项资产现金减少（贷方）1,200美元。借方是预
付租金而不是租金费用因为支付的租期超过当期。如果支付仅仅是12月，借方将为租金费
用。

预付租金作为资产，增加（借方）；和另一项资产现金减少（贷方）1,200美元。借方是预
付租金而不是租金费用因为支付的租期超过当期。如果支付仅仅是12月，借方将为租金费
用。

交易5:12月4日赊账方式以1,400美元购买未来几个月的培训物品

普通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库存物料

交易的影响

库存物料作为资产，增加（借方）；应付账款作为负债，增加（贷方）1,400美元。借方是
库存物料 而不是用品费用因为它能够在多个会计期间使用。

77



在之前的三个记录中，我们在借方记录的是一项资产而不是一项费用。原因是费用（或收
益）发生适用于多个会计期间。任何时候一个公司都不会在该购买会计期间内完全使用完购
买保险，租金或是日用品等，经常是借记资产。在现实中，费用有时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计入
借方。

公司有时购买一些物品会在当前的会计期间用完。例如，公司的第一个月可能会购买一些物
品在该月全部消耗完。如果公司在购买期间完全消耗了所购物品，在实践 中应该把费用计入
购买时的借方而不是库存物料。相同的建议也应用于保险和租金。如果一个公司购买了保险
并且能够在当前的期间内完全消耗，公司应该在购买期 间内借记保险费用而不是预付保险。
同样道理，如果一个公司仅支付当月的租金，租金费用再购买的期间应借计而不是预付租
金。正如第三章所说，依照该项建议可 以简化会计期末的流程。

交易6:12月7日预收顾客培训费4,500美元。

普通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现金

预收的服务费

交易的影响

现金作为资产，增加（借方）；预收款作为负债，增加（贷方）4,500美元。贷方是预收款
而不是服务收入因为4,500美元并不是当前的会计期间应得的。如果该支付是为12月所提供
的服务，则贷方为服务收入。

交易7:12月5日为顾客提供培训服务获得现金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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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现金

服务收入

交易的影响

现金作为一项资产，增加（借方）；服务收入作为一项收入，增加（贷方）5,000美元。

交易8:12月17日支付了12月4日交易的应付账款1,400美元。

普通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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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影响

应付账款作为一项负债，减少（借方）；现金作为一项资产，减少（借方）1,400美元。

交易9:12月20日向顾客开出提供培训服务的账单5,700美元。

普通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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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影响

应收账款作为一项资产，增加（借方）；服务收入作为一项收入，增加（贷方）5,700美
元。

交易10:12月24日收到当地报纸的广告费账单50美元。

普通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广告费用

交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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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费用作为一项费用，增加（借方）；应付账款作为一项负债，增加（贷方）50美元。借
记费用的原因是它不是一项资产因为所有的成本都是有关12月份这个会计期间的。另外，预
付广告费（一项资产）计入借方。

交易11:12月26日收到应收账款500美元。

普通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现金

交易的影响

现金作为一项资产，增加（借方）；应收账款作为另一项资产，减少（贷方）500美元。

交易12: 12月28日支付12月四周的培训薪酬3,600美元（由于没有讨论工资单和其它扣除
项，故忽略不计）。

普通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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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分类账

工资费用

交易的影响

工资费用作为一项费用，增加（借方）；现金作为一项资产，减少（借方）3,600美元。

交易13:12月29日收到12月的设施账单150美元并支付。

普通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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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分类账

设施费用

现金

交易的影响

设施费用作为一项，增加（借方）；现金作为一项资产，减少（贷方）150美元。

交易14：12月30日收到12月卡车使用的油气账单680美元。

普通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汽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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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交易的影响

汽油费用作为一项费用，增加（借方）；应付账款作为一项负债，增加（贷方）680美元。

交易15:12月31日向股东支付红利3,000美元。

普通日记账

普通分类账

红利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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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影响

红利账户增加（借方）；现金账户，减少（贷方）3,000美元。

交易15总结了对MicroTrain公司交易的分析。下面的部分将讨论过入分类账和交叉索引。

会计视角：使用的技术
网络数据的观念来源于1960年，当军队试着把一些计算机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网

络，它可以让自己的计算机即刻能访问英里以外的其他计算机。

随后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了满足他们科研和交流的需要也连接成了网络。在那段

时间越来越多的组织连入了网络。现在许多公司在网络上寻找顾客和雇员。学

生和教师使用网络进行研究，并与自己的同学同事沟通（使用电子邮件），并

搜索较远的图书馆。在实际中，会计师经常使用因特网找出公司的数据，税收

制度和其他需要的信息。你将发现学会有效的使用因特网对你将来的成功十分

的必要。

2.5.1 分类账户的使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分录像是一系列的说明。执行这些说明称作是过账。正如之前所述，过账是把日记账上
的信息传到分类账中。日记账上直接记录了分类账特定账户的借方数额和 贷方数额。之前，
我们把MicroTrain公司日记账上的记录传到了T-账户。在实际操作中，公司把这些日记账过
入到分类账中。

使用一个新例子，Jenks公司，我们用来说明过入分类账。稍后，我们将为你们列示如何把
MicroTrain公司的日记账记录过入到分类账中。

在圖表 2.6中，Jenks公司的第一条会计分录使得直10,000美元过入到分类账的现金账户借方
并记入了股本账户的贷方。我们通过下面的程序过入到分类账现金 账户的借方：进入现金账
户的数日期栏，简短说明，日记账的名称（日记账的名称为“G”）和日记账的页码，借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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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10,000美元。然后，进入普通日记 账编码栏中的账户代码，借方已经被传递到了此分
类账中。贷方的传递也是相同的方法只是贷方账户的编号为300。示例10中的箭头说明了把
这些金额如何传递 到正确的账户。

圖表 2.6列示了分类账户。相比之前列示的有两面的T-账户，这三列格式包括借方，贷方和
余额。这三列的样式的优势为列示了每个项目过入后账户的余额。另外，在 本章，我们指出
每项交易的余额是借方或是贷方。在后面的章节和实践中，余额的本质将不再说明，因为我
们已经理解。同时，注意在分类账户中我们给每个项目一 个说明。常用账户省略了这些说
明，因为每个项目能够从日记账中找到说明。

传递总是从日记账到分类账中。传递应该发生在（1）交易被计入日记账时；（2）天末，周
末或月末；或是（3）在每页日记账填完时。这是以一种个人爱好。当传递日记账时，分类
账中记录的日期是日记账中的日期，并不是发生传递过程的日期。

通常，注册会计师要检查和追踪交易的开端，所以他们规定了交叉索引。交叉索引是指
（1）分类账的账户编号记录在日记账上并且（2）日记账的页面记录在分类 账上。正如示
例10所示，分类账户的账户编码在普通日记账的编码栏中显示，注意从分类账中的编码号
100的账户指向日记账中的第一个借方的传旁边的编号列 的编号100的箭头。注册会计师把
日记账中记录的页面填列到分类账中的过账备查栏中，注意从示例10日记账第1页指向普通
分类账中现金账户过账备查栏中的 G1的箭头。标记“G1”的意思为普通日记账且页码为1。交
易的日期也会出现在普通分类账中，注意从日记账的日期指向分类账的日期号的箭头。

JENKS公司普通日记账

圖表 2.6 普通日记账和普通分类账；过账和交叉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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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索引有助于追追踪交易记录，从日记账到分类账或是从分类账到日记账。通常，在过账
时，将交叉索引的编码放在日记账的过账备查栏中。这样之后，交叉索引的编码就代表此分
录已经过账。

MicroTrain公司

普通日记账

普通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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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7 分类账（过入后）

为了理解过账和交叉索引的过程，从日记账到分类账追踪记录。分类账户不需要包括所有分
录的说明，因为任何分录的说明都能够从记账凭证中获得。

看一下圖表 2.7MicroTrain公司11月和12月的交易是怎么登录到都日记账中的。正如圖表
2.7所示，跳过日记账分录之间的横线，说明一条分录怎么结束，另一条分录怎么开始。这
个过程是会计师通常所做的。注意没有美元的标记出现在日记账和分类账 中。当数值正好在
美元单位上时，会计师在剩下的分位栏中保持空白或是填入零或是填入破折号。当他们使用
画好线的会计账页时，逗号或是小数点不需要出现在数 额中。当他们使用没有画好线的账页
时，他们会加入逗号和小数点。

接下来，观察一下圖表 2.8中MicroTrain公司将日记账过入到分类账中之后的三列账户。每
个分类账户都会出现在分类账上独立的一页。追踪从日记账过入的分类账，以确保你理解如
何传递会计分录。

到目前为止所介绍的会计分录都有借方和贷方。这些日记账分录录被称为简单日记账分录。
许多商业交易影响到了多于两个的账户。日记账中的记录的交易通常包含多于一个的借方账
户或是贷方账户，这样的日记账被称为复合日记账。

正如上面介绍的复合日记账，假设在2011年1月2日，MicroTrain公司从Wilson公司购买了
8,000美元的训练设备。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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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8 分类账—延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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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9 试算平衡

MicroTrain在支付了2,000美元现金，剩下的余额2011年3月3号到期，MicroTrain公司的会
计分录为：

注意这份记录中公司贷方的两个账户，现金和应付账款。但是，借方和贷方的总数是相等
的。

定期的，会计师利用试算平衡表来测试他们的借方和贷方账户是否相等。试算平衡表是一系
列的分类账户、及借方和贷方余额，并用来确保记账过程中借方和贷方相 等。账户依照如下
的顺序排列：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红利，收入和费用。在资产目录中，最具有流动性的
资产（接近于现金）列示在前面，最不具有流动性的列 示在后面。在负债中，越快到期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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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前方。研究圖表 2.9MicroTrain公司的试算平衡表，注意左方的账户编号和账户名称，
借方余额列、、贷方余额列及两列总额相等。

当试算平衡表不平衡时，尝试重新加总这两列。如果这步没有发现错误，用总额的差异数除
以2，然后再除以9。如果差异额能被2整除，你可能把试算平衡的借方 账户记入了贷方账
户，或是贷方账户记入了借方账户。当差异额能被2除尽时，在试算平衡表中搜索一个账户
正好等于差异额的一半。如果，差异额是8,00美 元，在平衡表中寻找400美元的账户并观察
它是否在错误的列。

如果差异能被9除尽，你可能犯了对换错误或是分位的错误。转移的错误发生在账户中的两
个数字写反了（例如把753写成了573或是110写成了101）。 分位的错误发生在你没有正确
的划分小数点（例如把1,500美元写成了15.00美元）。因此，当差异额能被9除尽时，将试
算平衡表中的账户和分类账中的 账户对比以观察是否存在转移错误和分位错误。

道德视角：财务交易
Larry Fisher是Prestige大学的足球队长。后来，他获得了管理学学位，他的

专业为会计学。

到毕业时，Larry进入了Financial Deals公司的财务部。开始时，事情进展的

很顺利。他很高大英俊并且性格开朗。公司的总裁很喜欢他。但是，当总裁要

求他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 时，Larry有些烦恼。当他稍微表示抗议时，总裁

说：“小伙子，加油，这些都是商业世界的运作，如果类似这样的事情不再羁绊

你的话，你是很有潜质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Larry被要求做的事情更加的不道德，最终他开始从事非法的

活动。当他反抗的时候，总裁就要求他忠诚并且要成为一个具有团队精神的

人。总 裁同时许诺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给他很多的财富。最后，当他被告知因

编制不合理而篡改了财务报表，并签署了含有重大错误的文件时，总裁表态

说：“你现在陷得 太深了，以至于不得不合作。如果我倒下了，你将和我一起

倒下。”通过公司各种各样的阴谋，Larry说服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投入了1，000

万美元。如果公司的阴谋泄露这些大多数都会损失。

Larry每天失眠，并开始胃痛，身体也开始生病。他承受着巨大压力，并认为自

己要失去理智了。他也听说了一些总裁阴暗的过去并且报复自；己的敌人。如

果 Larry把这些秘密说出去，他相信他会因为他参与的这些阴谋而进监狱。

（注意：该剧情依据真实情况改编）

如果你找不到错误，可能是因为下面的原因：

• 过账时只登录了会计分录的一部分。
• 把借方过入贷方或是把贷方过入借方。
• 账户余额登记错误。
• 在试算平衡表中错误登记账户余额。
• 在试算平衡表中遗漏账户。
• 在账户或是凭证中发生了调换错误或是分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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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你可以按照编制试算平衡表的过程返回。假设你已经重新合计了账户并检查了日记账
和试算平衡表中的账户，使用下面的步骤：核实每个分类账户的余额，核实分类账的过账，
核实日记账的记录，并检查交易和原始凭证。

试算平衡表的两端合计数相等，也并不能说明记账过程正确。严重的错误也会发生，例如遗
漏了一项交易，或是把借方或是贷方过入错误的账户。例如，支付应付账 款100美元的交易
没有记录，试算平衡表仍然是平衡的，但是账户会多出100美元。现金和应付账款账户都会
被多记100美元。

你也可以在日末，周末，月末，季末，年末编制试算平衡表。特别是，你可以在编制财务报
告前编制试算平衡表。

会计视角：使用技术
个人计算机在特定的部门或是建筑物中经常连接成局域网（LAN）。这些人能

同时获得局域网中的程序和数据库并能利用电子邮件在局域网上沟通。更高级

的电脑网络被称为C/S系统。在这个结构下，任何在网络中的计算机都能更新网

络中的信息。例如，储存在电脑中会计信息能够被经过授权的人在网络中的其

他计算机上更新。使用网络能够提高效率并且减少软件和硬件的成本。

2.6 分析和使用财务结果——横向和纵向分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财务报表中一个项目金额或者和比率从一年到下一年的变化分析即为横向分析。例如下面的
摘自Hewlett-Packard 公司2000 年年报的数据，存货从1999 年10 月31 日到2000 年10 月
31 日数额相对于增加了836,000,000美元。这是一个17%的增长。为了找到数额的增减，用
2000年的数额减去1999年的数额。为了发现比率的变化用增加或减少的数额除以1999年的
数额。

知道数额和比率的变化比仅知道一个时点的数额更有意义。通过分析数据，我们发现现金和
现金等价物在2000年减少。他们的减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 其他资产的增加。我
们也能发现公司投资于房屋，土地和设备。Hewlett-Packard资产清单将会在后面进行解
释。此处，来介绍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 的内涵。

纵向分析列示了财务报表每个项目占一些重要项目总额的比例，例如总资产或是销售。例
如，在Hewlett-Packard公司的数据中我们能够看见 1999年10月31日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占
总资产的比例为15.3%，2000年10月31日占总资产的比例减少为10.0%。流动资产在（现金
加上其他 能够变现的和在一年内变现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在2000年从61.3%变为了
68.3%。长期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在2000年10月31日变为了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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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利用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并结合其他形式的分析来评估以前所作决策的正确度和并为
未来制定计划。其他的数据在进行调查之后，才能够做出关于资产的决 定。例如，如果你发
现Hewlett-Packard公司必须在很短的时间支付300亿美元的负债，你将得出结论即使在
2000年充分增加流动资产公司也 会缺少现金。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详细说明横向分析
和纵向分析。

会计视角：商业观点
许多公司已经重新调整结构组织并以裁员来降低成本。General Motors，

AT&T和IBM以及许多其他的公司都已经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人们可以质疑公司

是否在雇员上投入与过去一样多。在前几年我们在公司年报中经常能看见下面

的陈述：“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最具价值的资产。”并不允许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中

将雇员列示为资产。你认为应该允许他们这样做吗？

你在本章所学习的是你学习会计学的基础。会计记录的过程是基于复式记账的原则。在第三
章中解释在编制精确的财务报表之前对会计账户的调整。

2.6.1 理解下面的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账户是用来分类归纳相似商业行为的货币衡量。
• 公司任何时候都能够建立账户来提供某项特定交易的信息。
• T账户类似于字母T。
• 借方记录于T-账户的左方。
• 贷方记录于T-账户的右方。
• 借方是T-账户左边的分录
• 贷方是T-账户右边的分录
• 借方增加资产，费用和股利账户。
• 贷方增加负债，所有者权益和收入账户。
• 检查原始凭证分析交易。
• 在日记账中记录交易。
• 将日记账中的记录过入到分类账的账户中。
• 编制账户的试算平衡表并完成工作表格。
• 编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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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日记账分录和调整分录。
• 编制日记账分录和结转分录，准备最终的试算平衡表。
• 日记账中包括按时间先后顺序记录的商业交易。圖表 2.7列示了日记账的一个例子。记

入日记账是在日
• 记账中记录交易的过程。
• 将日记账中的信息过入到分类账中合理的位置。
• 交叉索引是（1）在分类账中计入记账凭证的页码并且（2）在日记账中计入分类账的

编码。
• 交叉索引的例子在圖表 2.6中展现。
• 试算平衡表是分类账户借方或贷方余额列表。
• 如果试算平衡表不平衡，要回到之前的工作来找到错误。
• 试算平衡表在圖表 2.9中列示。
• 横向分析是计算一个项目随着时间推移数量会或者比例的变化。
• 纵向分析列示了资产负债表中每个项目和一些重要合计数的比例。

2.6.2 问题示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a. 编制日记账记录2010年7月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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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登录账户的期初余额后将日记账中的记录过入到分类账中。在记账凭证和分类账中插入
交叉索引。使用下面的账户表：

100 现金 320 股利

103 应收账款 402 骑马会费收入

130 土地 404 骑马和授课收入

140 建筑物 507 工资费用

200 应付账款 513 饲料费用

201 应付票据 540 利息费用

300 股本 568 其他费用

310 留存收益

c. 编制试算平衡表

2.6.2.1 问题的解答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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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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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REEN HILLS RIDING STABLE

试算平衡表

2010年7月31日

账户编号 账户名称 借方 贷方

100 现金 $9,700

103 应收账款 8,100

130 土地 40,000

140 建筑物 24,000

200 应付账款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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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应付票据 40,000

300 股本 35,000

310 留存收益 2,100

320 股利 1,000

402 骑马会费收入 4,500

404 骑马和授课收入 3,600

507 工资费用 1,400

512 饲料费用 1,100

540 利息费用 200

568 其他费用 800

$86,300 $86,300

2.6.3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账户：会计系统的一部分，用来分类和汇总每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利，收入和费
用项目的增加、减少、和余额。经常使用三栏账户，包含借方，贷方和余额栏。

会计循环：在会计期间（一些在一段期间，一些在期末）实施的一系列步骤用来分析、记
录、分类和汇总以及报告以编制财务报表为目的的有用的财务信息。

会计权责发生制：无论现金是否收到在销售和服务发生时确认收入；无论现金是否支付，在
费用发生时确认。

商业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有影响的重大事件。

科目表：列示了分类账中所有的账户名称和编号的表格，多少类似目录表。

复合记账分录：借方或贷方多于一个分录。

贷方：账户的右方，当作为动词使用时，在账户的右方记录金额；贷方增加负债，所有者权
益，和收入账户并减少资产，费用和股利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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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方余额：贷方账户合计额超过借方合计额的余额。

交叉索引：在（1）日记账中填列分类账编码；（2）在分类账中填列记账凭证页码。

借方：所有账户的左方。当用于动词时，为计入账户左边的金额；借方增加资产，费用和股
利账户并减少负债，股东权益和收入账户。

借方余额：借方账户的合计额超过贷方账户合计额的余额。

复式记账法：会计要求每项交易必须记录于借贷相等的两方。

横向分析：财务报表中一个项目随着年份的推移金额和比例的变化。

日记账：按时间序列记录商业交易；最简单的日记账形式为两列的普通日记账。

记账分录：在借方和贷方列示所有交易的影响并可能包含交易的说明。

记入日记账：账户记录过程中的一步，在日记账中记录交易的影响。

分类账：收录公司所有的账户；通常是为普通分类账。

名义账户：见临时账户。

票据：在需要时或是特定时点无条件的向其他借款机构支付借款金额的书面承诺。

永久账户（实体账户）：资产负债表账户，在会计期末账户的余额不用转入到其他账户。

传递：把日记账中的账户信息记入分类账账户中。

实体账户：见永久账户。

简单记账分录：记录中只有一个借方和一个贷方。

T-账户：该账户像字母T，它只是用来进行说明。借方记录于账户的左方，贷方记录于账户
的右方。

临时账户（名义账户）：它临时包括收入，费用和红利信息并要在会计期末过入所有者权益
账户（留存收益）中。

试算平衡表：分类账账户及它们的借方或是贷方余额的列表，检测在记录过程中借方是否等
于贷方。

纵向分析：列示资产负债表中每个项目占重要总额的比例，例如总资产或是销售额。

2.6.4 自我测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

1. 判断下面的陈述是对还是错。
2. 所有的会计循环步骤都是在会计期末进行。
3. 交易在过入分类账前必须计入日记账。
4. 账户的左方是贷方。
5. 收入、负债和股本账户在借方增加。
6. 股利账户在借方增加。
7. 如果试算平衡表的借方等于贷方，它就不包含任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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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为下面的问题选择最佳的答案

1. 当股东向企业投入资金：
a. 借记股本，贷记现金。
b. 借记现金，贷记股利。
c. 借记现金，贷记股本。
d. 以上都不正确。

2. 假设用现金支付了期限为三年的保险。借方和贷方为：
a. 借记保险费用，贷记现金。
b. 借记预付保险，贷记现金。
c. 借记现金，贷记保险费用。
d. 借记现金，贷记预付保险。

3. 公司收到顾客为未来递送服务支付的现金。正确的借方账户和贷方账户为：
a. 借记现金，贷记预收递送服务费。
b. 借记现金，贷记递送服务费收入。
c. 借记应收账款，贷记递送服务费收入。
d. 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4. 公司向顾客提供递送服务，收入现金。正确的借方和贷方为：
a. 借记现金，贷记预收服务费。
b. 借记现金，贷记递送服务费收入。
c. 借记应收账款，贷记递送服务费收入。
d. 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5. 向股东宣告并支付现金股利500美元。正确的记账分录为：

现在翻到本章的自测答案，来检查自己的答案。

2.6.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描述记录和传递商业交易影响的步骤。
• 给出一些原始凭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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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一个账户。在本章所描述的账户的两种基本格式是什么。
• 说明复式记账的含义。
• 描述你如何确定一个T-账户的余额。
• 定义借方和贷方。命名下面账户的类型：

◦ 借方增加账户。
◦ 借方减少账户。
◦ 贷方增加账户。
◦ 贷方减少账户。

• 你理解这个系统有意义吗？你能想到其他的方法来记录账户的变化吗？
• 哪些会计循环的步骤在会计期间进行？
• 会计循环的哪些步骤只在会计期末实施？
• 为什么在所有收入和费用可以直接在留存收益账户中体现的情况下还要使用收入和费用

账户
• 股利账户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增加？
• 下面的哪些的分录可能只涉及一个借方和一个贷方？为什么？

◦ 增加一项负债和增加一项费用。
◦ 增加一项资产和减少一项负债。
◦ 增加一项收入和减少一项费用。
◦ 减少一项资产和增加另一项资产。
◦ 减少一项资产和增加一项负债。
◦ 减少一项收入和减少一项资产。
◦ 减少一项负债和增加一项收入。

• 描述日记账的特性和目的。登录日记账的意思是什么？举一个日记账中复合记账分录的
例子。

• 描述分类账和科目表。这两个是如何比较为一本书和它的目录。
• 描述传递的活动。如果日记账和分类账中不存在交叉索引会出现什么困难？
• 下面的哪些现金支付要立即计入费用？为什么？

◦ 支付先前赊账购买的办公设施费。
◦ 为购买汽车支付汽车代理商
◦ 支付当月租金。
◦ 支付当月下半月的工资。

• 什么类型的账户会出现在没有调整试算平衡表中？试算平衡表的目的是什么？
• 你发现Burns公司试算平衡表的借方合计栏为200,000美元，而贷方合计栏为180,000美

元。可能导致差异的原因为？如果相应栏的差异额能够被9整除，可能是什么类型的错
误？

• 支付2,000美元购买仓储设备。借记递送设备来替代了仓储设备。试算平衡表将会为找
到这种错误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为什么？

• 学生将教室靠近窗户的这边记忆为账户的借方。该学生在窗户为另一边的教室考试，因
此混淆并记反了账户的借方和贷方。该学生的试算平衡表的借方等于贷方吗？如果任何
账户都不存在期初余额，错误会阻碍该学生正确的编制财务报表吗？为什么？

2.6.6 练习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下面是各种类型账户的表格。用加号或减号列示借方或是贷方对每个账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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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B 为下面每项交易编写记账分录：

a. 为顾客提供服务的现金1,200美元。

b. 以赊账方式向顾客提供服务价值4,200美元。

练习C 为下面每项交易编写记账分录：

a. 发行股票收到100,000美元。

b. 购买设备支付现金30,000美元。

练习D 为下面每项交易编写记账分录：

a. 发行股票收到200,000美元现金。

b. 向银行借款30,000美元。在与公司管理层签订了30天后归还30,000美元借款的协议后银
行向公司的支票账户增加30,000美元。

c. 从顾客处收到应收的服务费700美元。

d. 应向顾客提收取服务费1,200美元。

练习E 为下面不相关的各项交易编写记账分录。然后列示如何将记账分录过入到T型账户
中。不需要列示相关说明和账户编码。

a. 发行股票收到100,000美元现金。

b. 支付雇员一段时间的薪酬24,000美元。

c. 应向顾客收取服务费40,000美元。

练习F 解释Tuxedos公司账户中的每个借方和贷方，Tuxedos是一家出租婚纱及其配饰的公
司。请解释下面的10项交易。每条分录由金额左边的小写字母来指代。例如，第一项交易为
发行股票获得现金，用字母（a）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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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G 假设之前给出了的分类账是Tuxedos2010年12月31日分类账中。请依照之前的数据
编制当日的试算平衡表。

练习H 请为Sanchez公司下面的交易编制记账分录。在日期处填入交易的字母。在每项记录
中进行说明。

a. 发行股票收到现金300,000美元。

b. 签署210,000美元无息票据购买卡车。

c. 应收服务收入4,8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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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收到交易中(c)的应收账款4,800美元。

e. 支付购买卡车的应付票据款210,000美元。

f. 支付当月设施费1,800美元。

g. 支付当月工资7,500美元。

h. 应支付日用品费用1,920美元。

i. 用现金购买另一辆卡车48,000美元。

j. 应收递送服务费24,000美元。

练习 I 利用上一个问题的数据，把记录过入到T-账户中。在账户金额前填入交易的代码。确
定每个账户的余额。

练习 K John Adams拥有和管理一家保龄球中心名为Strike Lanes。他保存着他的会计记录
并将编制2010年的财务报表。当他编制分类账户的试算平衡表时，借方合计栏为435,000美
元，贷方合计栏为425,000美元。借方合计栏与贷方合计栏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试算
平衡表的两栏不一致，你通常会如何快速的找到错误？

练习L 针对本书后面的公司年报附录中的资产负债表，对每个有限公司的资产账户进行横向
分析和纵向分析，在纵向分析中将总资产作为重要的合计额，并评价结果。

注意：虽然可以使用计算器来完成本练习，但是使用电子表格例如Excel来完成是更加理想
的方式。

2.6.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Lightning Package Delivery 公司2010年3月的交易如下：

3月1日，公司组建并发行了30万美元现金作为股本。

2日为3月份支付租金6000美元。

5日为送货卡车支付180,000美元。

6日支付3月份的两辆叉车租金4000美元。

9日支付3月份物资的接收和使用2200美元。

12日为客户提供送货服务，客户承诺送之后支付2.7万美元。

20日收到应收账款4500美元现金（见3月12项目）。

21日收到3月份在当地报纸做广告的账单1200美元。

27日现金支付3月天然气和燃油消费450美元。

31日支付3月雇员薪金2400美元。

31日收到12,000 美元的服务订单，这些服务将在4月提供。

31日支付现金股利1,000美元。

编制会计分录，在公司日记账中记录这些交易的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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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B Economy Laun借方y 公司在2010年8月进行了以下交易：

8月1日发行股票获取现金股本150,000美元。

3日以应付票据的形式从银行借款40,000美元。

4日为购买清洁设备支付25,000美元。

6日为客户进行服务，该客户承诺服务之后支付16,000美元。

7日支付本月房租2,800美元。

10日收回8月6日的服务费3,200美元。

14日赊账购买了本月用品，花费3,000元美元。

17日收到这个月的设施费用账单400美元。

25为顾客提供洗衣服务，收到22,000美元。

31日支付雇员工资，6,000美元。

31日支付现金股利，2,000美元。

a. 为这些交易的编制会计分录。

b. 把这些会计分录过入到T型帐中，在日记账中的过账备查栏中输入账户编码， 使用下面的
账户编码:

账户

编号 帐户名称

100 现金

103 应收账款

150 卡车

160 办公设备

170 设备

200 应付账款

201 应付票据

300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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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未分配利润

320 红利

400 服务收入

506 石油天然气费用

507 薪金支出

511 公用事业费用

512 保险费用

515 租赁费用

518 用品费用

c.编制2010年8月31日试算平衡表。

问题C Clean-Sweep Janitorial, Inc.公司，创建于2010年7月1日。该公司提供清洁服务，以
下账号和名称构成了公司的帐目表：

帐目

编号 帐户名称

100 现金

103 应收账款

150 卡车

160 办公设备

170 设备

200 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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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应付票据

300 股本

310 未分配利润

320 红利

400 服务收入

506 石油天然气费用

507 薪金支出

511 公用事业费用

512 保险费用

515 租赁费用

518 用品费用

7月1日公司发行600,000美元现金股本。

5日支付7月租用办公场所的费用5,000美元。

8日赊账购买办公室桌椅花费28,800美元。

10日购买50,000美元的设备，需在30日内支付应付票据。

15日购买150,000美元的卡车，支付120,000美元现金，并出具60天内到期的票据30,000美
元。

7月18日为收到并使用的用品支付2880美元。

23日收到服务费用现金17,280美元。

27日支付7月保险费4,500美元。

30日支付卡车七月份使用的汽油和石油费576美元。

31 给客户开出账单，清洁服务费40,320美元.

31日支付7月工资51,840美元。

31日支付7月设施费费5,2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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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支付现金股利9,600美元。

a.准备除留存收益以外分类帐帐户。留存收益帐户期初余额为0，并在整个时期内维持余
额。

b.在普通日记账中记录2010年7月的交易。

c.将日记账中的账户过入到分类账中。

d.编制2010年7月31日的试算平衡表。

问题D Trim Lawn，公司是一家草坪护理公司。因此，该公司收入来自于派卡车去客户的住
宅和一些商业机构修剪草坪和灌木丛。该公司年前11个月的试算平衡表如下：

TRIM LAWN，INC.

试算表

2010年11月30日

帐目

No. 帐户名称 借方 贷方

100 现金 $63,740

103 应收账款 88,600

150 卡车 102,900

160 办公家具 8,400

200 应付账款 $33,600

300 股本 30,000

310 留存收益，2010年1月1日 30,540400

400 服务收入 371,010

505 广告费支出 18,300

506 石油天然气费用 21,900

507 薪金支出 6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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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公用事业费用 2,310

515 租金 15,000

518 用品支出 75,600

531 娱乐消费 2,550

$465,150 $465,150

12月2日支付12月份租金3,000美元。

5日支付应付帐目33,600美元。

8日支付12月广告费为1,500美元。

10日赊账购买一个新办公桌，花费1,050美元。

13日赊账购买12月份的用品240美元。

15日从客户处收取欠款现金75,000美元。

20 日支付客户招待费450美元。

24日从客户处收取欠款现金6,000美元。

26日支付12月份卡车汽油费270美元。

28日给客户开出79,500美元的账单。

30日为12月的用品支付12,000美元。

31日12月薪金支出15,300美元。

31日支付的现金股利4,000美元。（红利帐户是320号。）

a.为2010年12月1日试算平衡表里的账户开设三栏普通分类账，把余额放在账户的说明栏。
开设红利账户，账户编码是320。

b.将2010年12月之前的交易在日记账中编制分录。

c.将日记账分录过入到三栏式分类帐中。

d.编制2010年12月31日试算平衡表。

问题E Marc Miller为Quick-Fix电视机修理公司编制了下面的试算平衡表。该试算平衡表不
平衡。

Quick-Fix维修公司

试算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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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1日

账户编码 帐户名称 借方 贷方

100 现金 $69,200

103 应收账款 60,800

160 办公家具 120,000

172 办公设备 48,000

200 应付账款 $32,400

300 股本 180,000

310 留存收益 80,000

320 股息 28,800

400 服务收入 360,000

507 薪金支出 280,000

515 租金 40,000

568 杂项费用 7,200

$654,000 $652,400

由于试算表中总额的差，Miller仔细审查了公司的会计记录。通过检查会计记录，Miller发现
下面的错误：

• 在一条账户记录中包括借方10，000美元现金和贷方10,000美元的应收账款从没有被过
章。

• 在计算应付账款的平衡时，贷方漏记了3,200美元。
• 编制试算平衡表时，盈余帐户显示为80,000美元，但分类帐中正确的记载为83,200美

元。
• 红利账户借方的一个2400美元的记在了该账户的贷方。
• 购买办公设备的12,000美元借记在办公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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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Quick-Fix电视修理公司编制2010年12月31日的正确的试算平衡表。此外，写下每个错误
产生的影响。

2.6.8 候选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候选问题A Speedy洗衣公司，2010年8月公司进行了下列交易：

8月1通过发行股票收到现金股本400,000美元。

3日支付8月份房屋和洗衣设备的租金支付3,000美元。

6日提供洗衣服务价值2,000美元现金。

8日有担保的客户订单价值7,000美元，这些服务会在下个月提供。

13日赊账为不同的顾客提供6,300美元的洗衣服务。

15日收到账单并支付430美元的物资用品。

23日从客户处收到现金2,600美元。

31日支付8月份雇员薪金2,400美元。

31日收到8月份的电费、天然气费账单385美元，但没有支付。

31日支付现金红利1,000美元。

在日记账中记录这些记账分录。

Alternate问题B 下面列出的交易来自2010年4月Reliable电脑维修公司：

4月1日 发行股票收到500,000美元的现金股本.

3日支付4月的租金3,500美元。

6日购买卡车花费56,000美元现金。

7日从Wagner公司赊账购买办公设备花费76,800美元。

14日支付前两周的工资12,000美元。

15日收到服务收入28,000美元。

18日收到了4月份Roger加油站400美元的天然气和油的发票。

23日与银行签署80,000美元的应付票据。收到现金，并承诺2010年5月30日归还现金
80,000美元。

29日以票据形式购买73,600美元的卡车。

30日支付四月份剩余时间的工资14,400美元。

a.为这些交易编制会计分录。

b.将记账分录过入到T型帐户。过入的每个账户都要在过账备查栏标出账户编码。使用以下
账户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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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编码 帐户名称

100 现金

150 卡车

172 办公设备

200 应付账款

201 应付票据

300 股本

400 服务收入

506 天然气和石油的费用

507 薪金支出

515 租金

c.编制2010年4月30日试算平衡表。

Alternate问题C Rapid Pick Up & Delivery, Inc快递公司组建于2010年1月1日。其帐目表
如下：

账户编码 帐户名称

100 现金

103 应收账款

150 卡车

160 办公家具

172 办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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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应付账款

201 应付票据

300 股本

310 留存收益

400 服务收入

506 天然气和石油的费用

507 薪金支出

511 公用设施费用

512 保险费用

515 租金

530 修理费用

1月1日公司收到560,000美元现金和价值240,000美元的办公家俱换取800,000股股票。

2日支付1月车库租金6,000美元。

4日赊账购买电脑，花费13,200美元。

6日购买的运输卡车花费280,000美元，支付150,000美元现金和30天内到期剩余数额的票
据。

1月12日为卡车购买一月份的保险，现金支付800美元。

15日收到并支付一月份公共设施账单960美元。

15日支付1月上半月薪金3,600美元

17日收取到期运输服务费总额为18,00美元

20日收到1月份的汽油账单180美元。

23日购买的送货车花费108,000美元现金。

25日提供服务的现金额为2,880美元。

27日赊购复印机价值3,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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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支付1月下半月的工资4,800美元。

31日赊账提供服务的销售达到11,400美元。

31修理一辆运输卡车，支付1,120美元。

a.为所有这些帐目一编制个分类帐，留存收益除外。留存收益帐户期初余额为0，并在整个
时期维持余额。

b.将这些交易记入2010年1月的普通日记账中。

c.将日记账分录过账到分类账户。

d.编制2010年1月31日的试算平衡表。

Alternate问题D加州网球中心财年前11个月的试算平衡表，如下：

加州网球中心，

试算平衡表

2010年11月30日

账户编码 帐户名称 借方 贷方

100 现金 $71,180

103 应收账款 81,750

130 土地 60,000

200 应付帐款 $18,750

201 应付票据 15,000

300 股本 50,000

310 留存收益，2010年1月1日 53,700

413 会员和培训收入 202,500

505 广告费 21,000

507 薪金支出 66,000

511 公用事业费用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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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租金 33,000

518 用品费用 2,250

530 维修费用 1,500

531 娱乐支出 870

540 利息支出 300

$339,950 $339,950

12月1支付12月份租金4,000美元。

2日支付供应商欠款18,000美元。

5日现金购买土地10,000美元。

7日12月赊账方式销售会员消资格27,000美元。

10日支付应付票据15,000美元，外加150美元的利息。

13日收取客户欠款现金36,000美元。

19日收到修理账单225美元。

24日支付12月公用事业费帐单180美元。

28日收到12月广告费账单1650美元。

29日支付19日的设备维修账单225美元。

30日网球课开支4,500美元现金。

30日支付工资6,000美元。

30日自12月7日以来的会员资格赊账18,000美元（12月份）。

30日支付客户招待费350美元。

30日支付红利1500美元（红利帐户编码是320。）

a.打开三栏总分类帐，记入试算表中的每个会计项.将余额一词放在过账备查栏，并在同一行
加入日期2010

年12月1日。并开设红利帐户，编码是320。

b.为发生在2010年12月期间的交易在日记账中编制分录。

c.编制2010年12月31日试算平衡表。

Alternate问题E Bill Baxter为Special Party Rentals 公司编制了试算平衡表，该公司出租桌
椅等聚会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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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算表不平，情况如下：

Special Party Rentals

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账户编码 帐户名称 借方 贷方

100 现金 $74,000

103 应收账款 50,800

170 设备 160,000

200 应付帐款 $34,000

300 股本 130,000

310 留存收益 44,000

320 红利 16,000

400 服务收入 432,000

505 广告费用 1,200

507 薪金支出 176,000

511 公用事业费用 44,800

515 租金 64,000

$586,800 $640,000

在尝试找出为何试算表不平时，Baxter发现了下面的错误：

设备费被低估12,000美元，因为在确定该帐户余额时发生错误。

应收账款贷方4800美元没有过账。

应记红利借方的16,000美元，记为股本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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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费账户余额12,000美元记为1200美元登入试算平衡表。

漏记杂项费用（帐户编号568）3200美元。

编制一份正确的2010年12月31日的试算表，此外，写出每一个错误的影响。

商业决策案例A当经济衰退重创建造业时，John Jacobs失去了他给承包商当木匠的工作。
Jacobs每年收入50,000美元。他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Jacobs 公司，进行房屋修补。

下面是2010年前三个月公司运营交易情况的总结：

1月15日股东投资40,000美元。

2月25收到为改造地下室成为娱乐室的付款4,400美元，房主购买所有建材。

3月5日支付本地报纸广告费150美元。

4月10收到7,000美元工程款，该工程是为一位大学教授将车库大的卧室改为办公室，教授购
买建材。

11日支付汽车油、气费900美元。

12日支付杂项业务费用450美元。

15日支付红利2,000美元。

a.编制交易的日记账分录。

b.将日记账分目过入T-帐户。

c.新企业盈利情况如何？Jacobs应继续经营吗？

年度报告分析B 参考公司年度报告附录中的年度报告，对表中的负债和股东权益最近两年的
情况进行横向和纵向分析。横向分析包括显示的最近年度的数额比上一年的数额或者百分比
的增加或减少。纵向分析显示财务报表每个账户占总资产或者股东权益的比例。近两年的重
大情况变化进行评论，作为管理层的决策依据。

年度报告分析C 在Home Depot's最近的年报中，出现了下面段落：

我们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店中穿橙色围裙的39,000名员工。

在商业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的实现不能离开众人持续的支持和参

与，这些人有着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观点和目标。事实上，只要看看早报的

商业版，阅读如何另一个“蓝筹股”美国的企业如何陷入官僚主义并被孤

立，失去了客户和雇员的支持······

坦白地说，我们和竞争对手最大的差异是不是货架上的产品，而是我们的

员工和他们和客户之间建立牢固的忠诚和信任关系纽带的能力...

······和传统的管理思想相反，组织结构的高层不是所有智慧的源泉。我们

许多最好的思想来自销售层员工。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反对意见足够强

烈，我们鼓励员工挑战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指令······

······我们希望员工拥有自我，勇于利用个人的才能。当然，人们可以预见

到这样行事的极大风险。因此，我们尽力使员工各行其是，表达不同的意

见而不必担心被解雇或降职...我们尽力使员工在工作中感到鼓舞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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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受到威胁和感到不安全。毕竟，当团结一致代替了个人主义的时

候，一个组织才能实现更多。

回答下列问题：

a.你认为Home Depot的管理层视他们的于员工为费用还是资产？请解释。

b. Home Depot认为什么是最宝贵的资产？解释你的答案。

c. Home Depot允许将人力资源作为自己的资产列入到资产负债表中吗？为什么？

d.它关于其雇员的哲学是其出色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吗？请解释。

道德案例-写作经验D 请参照“道德视角：Financial deals, Inc”.写出下列问题的答案：

a.是什么促使Larry赞同不道德和非法行为？请解释。

b. Larry现在能够做出什么选择呢？列出每个可能性。

c.如果你是Larry会怎么做？详细描述。

d.你觉得真正的Larry会怎么做？详细描述。

集体E两、三个学生为一队，采访一个曾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一俩年的新员工。探求的注册
会计师工作的优势和劣势。此外，询问有关工作的性质和对新员工的培训方案。作为一个团
队，写一份备忘录，总结采访结果。该备忘录的标题应包含日期，作者，阅读者以及主题。

集体项目F 另外一两个同学利用图书馆资源，写一个关于会计学之父Luca Pacioli的生活报
告。他是个天主教修道士，于1494年写一本关于复式记账的书。小心引用来源并且妥善使
用。（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请教老师。）

2.6.9 使用网络——对真实世界的观点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以下站点：

http://www.roberthalf.com

点击招聘。阅读资料，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导师，写出你的研究结果和实际会计工作所学。

访问以下网址：

http://www.sec.gov

调查这个网站中任何感兴趣的信息。写了一份搜索结果备忘录给导师。

2.6.10 自我测试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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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后期只执行五个步骤，前三个步骤在会计期间完成。
2. 真。该日记账是原始凭证的书籍。分类帐户中出现的任何款项必须源自日记账，
3. 假。任何帐户左侧都是借方。
4. 假。这些账户增加都在贷方。
5. 真。因为红利减少股东权益，红利账户在借方增加。
6. 假。完整的日记账分录没有过账，或借贷方记到错误的帐户。

多重选择

1. c. 现金资产，在借方增加，而股本帐户是在贷方增加。
2. b.由于保险所涵盖的时期比目前的会计期长，借记资产代替费用，贷记现金。
3. a.服务之前收到现金产生负债。贷方增加负债。现金的借方增加余额。
4. b.借方现金增加, 而递送服务收入在贷方增加。
5. c.红利在借方增加，现金在贷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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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3 财务报告的调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描述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基本特点。
• 明确编制调整分录的原因。
• 识别调整分录的类别和类型。
• 编制调整分录。
• 确定未能编制调整分录的影响。
• 能够分析和运用财务业绩和趋势百分比法。

税务专家的工作内容

大多数学生认为会计人员时常在纳税及其他税收问题方面为客户提供协助，然而极少人能够
意识到在税收领域存在着大量具有多变性和挑战性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公共会计事务所，从
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到个人独资企业，他们获得收益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指导依法纳税、规
划纳税和税务咨询的。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55亿的纳税领域来看，毫无疑问许多个人和企业
都需要税务专家的协助以帮助他们应付极其复杂的美国税法和国际税法。这种复杂给纳税规
划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作为一名税收专业人员，你会在指导个体纳税人进行投资决策，
购房，为子女教育提供资金及退休规划决策的同时帮助他们合理减少税负。对于你的企业客
户，认真规划和组织商业投资和交易能够为其节约成千上万的税费。实际上，我们可以肯定
的说，没有税收专家进行认真指导的重大的商业交易活动将很难展开。

税务工作不可能仅限于公共会计。因为有太多的税种在很多方面影响着我们生活，所以税务
专家在很多领域充当顾问。例如，许多公司向他们的管理者提供递延报酬或者股票红利计
划。几乎所有的公司向员工提供某种津贴或其他的退休金计划，还有医疗福利。如果这些福
利得到合理的规划，就会为公司及其员工节约大量税收。为了应对令人惊异的税法的复杂
性，许多学校提供税务专业的硕士学位。这一学位并非研究税收的必要条件，但却为他们从
事税收职业提供了一项非常有利的优势条件。在最近一项针对1400名财务总监的调查中，
“对于刚开始从事会计这一职业的人来说，你将给他们推荐以下哪个专业领域呢 ？”针对这一
问题的两个主要的回答是个人理财规划和税务会计。这些回答反映的一个无可争辩的现实
是，由于美国人口与以前相比包含了更多的富人、老年人，专业的税收指导需求将处于不断
增长之中。

上面描述的职业道路并没有涵盖税务专家所有的职业选择。例如,你是否担心传统的税务会计
工作对您来说太枯燥无味?美国国税局这一专业的机构也只是与其他联邦执法机构一起例行
公事地参与刑事侦查和逮捕。你对法律感兴趣吗？会计学为那些有抱负的企业家以及税务律
师提供了不错的学士学位。如果你认为自己对税务专家这一职业感兴趣，那么你一定要向你
学校的某位税务教授咨询这一领域所提供的诸多工作机会。

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了分析，归类，汇总商业交易至账户的计账过程。你学会如何将这些交
易登录到日记账以及汇总到总分类账户中。你也懂得如何使用试算平衡表来检查在计入日记
账和登录总账的过程中借方和贷方是否平衡。记账的目的就是整理出准确的财务报表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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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合理的经营决策。基于此观点，在你学习会计学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三种财
务报表上——损益表，利润分配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将在第16章进行详细介绍。

在第1章中你开始分析经营业务时，你了解到进行业务活动的证据就是原始凭证。正是一些
书面的或是打印的凭证表明了交易的基本事项。比如为现金支付的收据，签写或收到的支
票，签给客户或者供应商提供的账单。付出，接受，以及生成在第2章登录日记账中提到的
原始凭证。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的日记账分录是调整分录。调整分录要在会计期末编制。会计人员编制调
整分录的目的是在编制财务报表之前使账户达到合适的平衡。在这一章中，你明白了收付实
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区别。然后你了解了调整分录的类别和类型同时懂得如何对它们进行编
制。

3.1 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专业人士如内科医生、律师和一些小型企业可能采用收付实现制来核算收支。收付实现制是
指在现金实际收到时确认收入，在现金实际流出时确认支出。例如，在收付实现制下，一个
公司会把因2010年向客户停供服务而在2011年才收到的现金作为2011年的收入。同样地，
一个公司将把在2010年发生却在2011年支付的现金确认为2011年的费用。在纯粹的收付实
现制下，即使购买建筑也将被借计为一项费用。然而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下，长期资产
（例如建筑）的购置会被借记为一项资产，然后在使用寿命内进行折旧（逐渐确认为费
用）。一般情况下，用收付实现制核算的少数个体户和小型企业使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

圖表 3.1 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比较

因为收付实现制不能使发生的费用和获得的收入相配比，所以一般在理论上是不被接受的。
只有在收付实现制下得到的结果接近于在权责发生制下得到的结果的情况下，收付实现制才
能够被接受。使用收付实现制的公司不必编制调整分录除非他们发现在会计期编制分录时出
现了错误。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可能将收付实现制用于所得税的规划。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能使收入和费用相配比的权责发生制，因为它被大多数的公司所采纳。权
责发生制是以销售活动的发生和服务活动的实现来确认收入的，与何时收到现金无关。费用
是以是否发生为标准来确认的，而不管何时支付现金。例如，假定某一公司以赊账的方式向
某个客户提供了服务，尽管公司没有收到现金，但是这笔收入却在公司提供服务的时间来确
认。由于公司先前已经确认了这笔收入，随后当公司收到现金时，就不再确认收入。在权责
发生制下，为了使账户保持最新的状态即把那些已经发生但还没有记录的经济活动记入账
户，调整分录便是一项必要的工作。在圖表 3.1中，我们表示出在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
下确认收入和费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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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调整分录的必要性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一个企业的利润表显示了该企业在一特定的会计期间，所有取得的收益和为获取收益而支出
的费用。不能够完全记录所有的收益和费用的利润表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甚至可能会使
人产生误解。同样的，没有显示出某一实体在特定时点所有的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等项目
的资产负债表也可能使人产生误解。每笔调整分录都有双重用途：（1）使利润表记录适当
的收益和费用。（2）使资产负债表记录适当的资产和负债。因此，每笔调整分录至少影响
一个利润表账户和一个资产负债表账户。

圖表 3.2 按月结算的简要会计年度期末现金余额

由于对营业活动感兴趣的人需要及时了解企业信息，企业必须定期编制财务报表。为了编制
财务报表会计人员将企业的存续寿命按一定的时间段划分。这些时间段通常是相等的，被称
为会计期间。一个会计期间可以是一个月，一个季度，或者是一年。一个会计年度是一个长
为一年的会计期间。一个会计年度是任何连续的12个月。一个会计年不一定与以12月31日
为结束日的日历年相一致。正如圖表 3.2所显示的一样，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63%的企业把
日历年作为一个会计年度。在2008 年对于美国公共贸易型的企业这一比较数据为65%。对
于一些特定的工业型企业它们的会计年度不同于日历年。例如一些零售商店为了避免在销售
高峰期结账而以1月31日作为会计年度的结束日。其它一些企业把存货和商业活动最少的时
候作为一个会计年度的结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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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报告和配比原则使编制调整分录成为必要。调整分录就是在会计期末或者任何时候为使
财务报表的收入和费用相配比而编制的日记账分录。配比原则要求在会计期间创造收入时发
生的费用应在相应收入中扣除。配比原则是会计基本原则之一。收入和费用相配比对编制准
确表现公司盈利能力的利润表是必要的。调整分录能够反映出那些已经发生但还没有记录的
经济活动。直到会计期末公司都没有记录一些活动的原因是什么呢？一种原因可能是在会计
期末记录这些活动更加方便和经济。第二种原因是尚未收到与业务相关的原始凭证。

调整分录能够在公司编制财务报表之前使总分类账中的账户达到适当的平衡。也就是说，调
整分录是为了合理进行财务报告将总分类账户中账户的实有数调整到应有数。为了实现这种
转换，会计人员就得分析账户来确定哪个需要调整。例如，假设一公司在年初购买了三年期
的保险共花费600美元并借记预付保险费600美元。在年终时，公司应该从资产中扣除200美
元而把它记入到费用里。如果不这样做在财务报表中就会显示错误的资产和净利润。

圖表 3.3 两类即四种具体的调整

公司不断地得益于一些资产如待摊费用（如预付保险费和预付租金），因此需要每日做分录
来显示费用的发生。通常情况下，公司直到编制财务报表的时候才编制此分录。因此，如果
需要编制月报，进行月调整就是必要的工作。按照习惯和根据法律规定，管理者应至少一年
向所有者汇报一次。因此，调整分录至少一年做一次。但应牢记，把资产账户转移到费用账
户的分录只有在资产成本到期的时候才能够进行。

科技的应用
最终，计算机将可能实时编制调整分录，从而能够使一直保持最新状态的财务

报表在不需要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被打印。计算机被输入相关活动的基本事

项，通常情况下它能够生成调整分录并且被指示在他们自己的或是其他计算机

的数据库里寻找一些必要的信息用来不断调整账户。

3.2 调整分录的类别和类型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调整分录最终可被分为两大类：递延项目（意味着推迟或延期）和应计项目（意味着增长或
积累）。包含以前在账户中记录的数据的调整分录构成了递延项目。这些记录涵盖已经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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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负债账户中记录的数据向费用和收入账户的转移。与尚未将数据记录在账户中的经营活
动相关的一些调整分录构成应计账户。这些项目包含资产和负债以及相关收入和费用的最初
或首次记录。（见圖表 3.3）。

递延项目由两类调整分录构成：资产/费用调整和负债/收入调整。例如预付保险费和预付租
金在被消费完之前是一项资产；然后变为费用。同样未赚取的收入在公司履行完服务前是一
项负债，之后其变为已获收入。

应计项目由两类调整分录构成：资产/收入调整和负债/费用调整。例如假设一公司向客户提
供了服务但是客户当时没有支付费用。会计人员就会把这项交易以应收账款的形式计入资产
账户的同时确认收入，以为公司已经取得收益。同样，假设公司欠员工工资。会计人员将这
项交易记录为一项负债的同时确认费用，因为公司已经发生了一笔费用。

圖表 3.4 试算平衡表

在这章中，我们将分别对调整分录的四种类型（资产/费用，负债/收入，资产/收入和负债/
费用）进行举例说明。如圖表 3.4所示，2010年12月31日MicroTrain公司的试算平衡表。
正如你所见，该公司在编制准确的财务报表之前必须调整几个账户。对这些账户的调整涉及
已经在公司的账户中有所记录的数据。

在对MicroTrain公司的账户进行调整时，我们必须添加几个账户到第二章介绍的公司的账户
图表中。这些新的账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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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类型

账

户
账户名称 说明

资产
编

号
应收利息 赚取但尚未收到旳利息。

备抵

项目
121 累计 自从购买后卡车的总折旧费用。

债务

收入
151

折旧——卡

车

折旧账户的余额是从卡车的成本中扣

除出来的数据。

费用 206 应付工资
员工已经获得但公司尚未支付的工

资。

418 利息收入 当期获得的利息。

512 保险费用 当期的保险花费。

515 租金费用 当期的租金。

518
低值易耗品

费用
当期的物料消耗。

521
折旧费用

——卡车

当期把卡车的一部分成本分配出去转

化的折旧费用。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了跟随MicroTrain公司对递延项目进行调整。如果你感觉这个过程难以理
解，那你就回顾本章开始的内容以清楚地了解调整分录的作用。

会计角度：科技的应用
深入了解一个不能提供广泛网站的国有公司是很困难的。事实上，网站已经成

为公司和投资者之间一种重要的联系。大多数的网站都有一个名为投资者关系

的链接或 者只有公司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通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公司股票价

格的图表等大量的财务信息。例如，登录Gap股份有限公司的网 站：http://w

ww.gapinc.com 浏览该公司的网页，从详尽的财务信息中查找对你来说有用

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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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递延项目的调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这部分讨论关于递延项目的两种类型的调整：资产/费用调整和负债/收入调整。在资产/费用
这部分中，你将学习如何对预付费用和折旧编制调整分录。在负债/收入这部分，你将学习
如何对未实现的收入编制调整分录。

MicroTrain公司对于预付费用必须进行资产/费用方面的调整。预付费用是等待分配为费用
的资产，例如预付保险费，预付租金和库存物料。注意这三项调整的本质是相同的。

预付保险费当公司提前对保单支付保险费用时，这项交易就创造了一项资产－－预付保险
费。这项提前支付之所以是一项资产是因为公司在未来将获得保险覆盖范围。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项资产慢慢被消耗。被消耗的部分转变为费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第二章的内容，MicroTrain公司用现金支付了有效期为2010年12月1日到2011年11月30日
的货车保险单。2010年12月1日编制的日记账分录为：

与保险相关的两个账户为预付保险费（一项资产）和保险费用（一项费用）。分录过账后，
2010年12月1日预付保险费账户有借方余额2400美元，保险费用账户余额为零，因为时间
没有变化公司没有在保险单中获得任何利益。

到2010年12月31日，保单中一年的一个月逝去。因此，保单的服务潜力（或从资产中获得
的收益）也被耗用。这项资产未来可提供的服务或收益相比公司获得时要少。我们通过把从
资产中得到的服务成本确认为一项费用来确认这项减少。对于MicroTrain公司这个例子，得
到的服务只是保险范围中的一个月。由于保单为保险所保的一年中的每个月提供相同的服
务，我们给每个月分配相同的成本（200美元）。因此，MicroTrain公司到2010年12月31
日只将年保险费的十二分之一确认为保险费用。调整分录为：

这两个日记账分录过账后，这两个账户的T型账户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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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务中，会计人员不用T型账户。他们使用具有在每次交易后显示账户余额的优势的三栏
式分类账户作为替代。先前的两个分录过账后，三栏式分类账户如下所示：

预付保险费

日期
说

明

参照分

录
借方

贷

方
余额

2010 年12

月
1

预

付
G1 2400

借方
2400

31
调

整
G3* 200

借方
2200

保险费用

日期 说明 参照分录 借方 贷方 余额

2010年12月 31 调整 G3* 200 200Dr.

在编制调整分录前，2010年12月1日支付的全部的2400美元保险费用，对于12个月的保险
范围是一项提前支付的费用。所以在2010年12月31日，保险范围中一个月过去了，一项调
整分录将2400美元中的200美元（2400美元/12=200美元）转到保险费用中。在以2010年
12月31日为结束日的利润表中，MicroTrain公司将一个月的保险费用200美元，作为在实现
年收入过程中的一项费用支出。作为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项资产，记录预付费用中剩下的
2200美元，。这预付的2200美元代表了保险范围中以后的11个月。

预付租金预付租金是先前记录的资产被逐步消费的另一个例子。假设一个公司提前支付时间
超过一个会计期间的租金。在支付租金的那天，公司把预付款以预付租金的形式记入借方
(一项资产)。公司还没有获得由这笔消费带来的利益，所以这笔消费仍是一项资产。

租金费用和保险费用的核算类似。通常，租赁合同按单位时间对租金进行计量。如果预付款
是三个月的租金，每个月我们支付三分之一的租金。应当注意的是每个月应分配相同的租金
即使一些月份的天数比其他的月份多。

例如，MicroTrain公司在2010年12月28日提前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合计1200美元，租期以
当天开始计算。日记账分录为：

与租金相关的两个账户为预付租金（一项资产）和租金费用 。这项分录过账后，预付租金账
户余额是1200美元，租金费用账户余额为零，因为租期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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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12月31日，MicroTrain公司需编制调整分录。由于预付租金的三个月租期的三分
之一已经到期，要将支付的1200美元租金的三分之一确认为租金费用。所需做的调整分录
为：

v

这笔分录过账后，T形账户表示如下：

400美元的租金费用显示在以2010年12月31日为结束日的年利润表中。MicroTrain公司将
剩下的800美元预付资金作为一项资产记录在2010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中。这样，这
项调整分录完成了保持财务报表准确的任务。

库存物料几乎每一个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都会使用物料。我们可以把物料简单地分为物料（包
括所有的物料），或者更具体的分为办公用品（纸张，文具，软盘，铅笔），销售用品（胶
带，绳子，纸袋，纸箱，包装纸），或者培训用品（透明胶片，培训手册）。通常，公司成
批地购买这些物品。在公司使用这些物品之前他们是公司的资产。这些物品可能被称为库存
物料或存货。即使这些条目表示预付费用，公司也不使用预付为这些资产命名。

2010年12月4日，MicroTrain公司花费1400美元购买物料，并将这项交易记录如下：

MicroTrain公司与物料相关的两个账户为库存物料（一项资产）和低值易耗品费用。这条分
录过账后，库存物料账户借方余额为1400美元，低值易耗品费用账户余额为零，具体见以
下的T字形账户：

月末的实际库存（库存物料的数量）只显示出900美元的库存物料。可以推出公司在12月份
消耗了价值500美元的物料。对日记账的调整是将与物料有关的账户调整到应有余额。调整
账户通过将500美元从资产账户转移到费用账户来确认资产（库存物料）的减少和费用（低
值易耗品费用）的增加。根据实际库存，资产余额应该是900美元，费用余额为500美元。
所以公司编制以下的调整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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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分录过账后，T字形账户如下所示：

记录物料使用的分录可在物料发出时记录。然而，每次有小物件运出时都进行仔细核算是非
常费力的过程。

正如编制一些预付费用的分录一样，会计人员编制库存物料的调整分录是在编制财务报表之
前进行的。低值易耗品费用显示在利润表中。库存物料作为一项资产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中。

有时，一些公司在购买与保险，租金，物料相关的资产时，知道他们将在当前会计期（通常
为一个月或是一年）结束前使用完这些资产。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司会在购买时直接借记入
费用账户而不是借记入资产账户这样做会避免在会计期末编制调整分录。也有时，即使超过
一个会计期间将受益于这项资产，公司也直接将其借记为费用。然后在会计期末，公司再编
制调整分录将部分成本从费用账户转移到资产账户。例如，假如一公司于1月1日花费1200
美元支付三年期的租金并借记租金费用1200美元。年末，再将800美元从租金费用转移到预
付租金。简单起见，当收益期超过当前会计期时，我们还是将其借记为资产。

折旧正如预付保险费和预付租金表示先前登记的一项资产逐步被消耗完一样，折旧也是如
此。然而，折旧资产（如一座建筑物）的使用时间比预付费用长得多并且与之相比较确认的
次数也少。还有，预付费用通常涉及很少数量的钱，而折旧资产一般涉及很大的一笔资金。

可贬值的资产是制造能够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资产，比如建筑物，机器，交通工具或是设备
等。最终，这些资产由于（1）使用过程中的磨损（2）科技发展导致的退化而失去使用价
值。由于公司随时间逐步耗用这些资产，所以将此损耗登记为折旧费用。折旧费用是一定时
期分配为费用的一定数量的资产成本。记录折旧费用的过程被称为折旧核算。在处理折旧费
用中涉及的三个因素是：

• 资产成本是指公司购买这项资产所花费的资金。
• 预计净残值指公司在这项资产预计使用寿命结束时将其卖出后可得到的资金数量。
• 预计使用寿命指公司估计能够使用资产的时间。使用寿命是一个估计的，不精确的，

公司必须提前作出估计的数。有时，使用寿命是根据公司的政策估计的（例如，一个运
营三年时间的汽车队）。

会计人员用不同的方法来计提折旧。在这举例说明的折旧方法是直线法。其他折旧方法将在
第十章讨论。直线折旧法是基于资产的寿命给每个会计期分配相同数量的折旧费用。直线法
计算年折旧额的折旧公式为：

年折旧额=（资产成本-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寿命

为了说明这个公式的使用，回顾12月2日，MicroTrain 公司花费40000美元购买了四辆小型
卡车。日记账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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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辆卡车的预计净残值为1000美元，所以该公司预计四辆卡车的余值为4000美元。每辆卡
车的预计使用寿命为四年。运用直线折旧公式，MicroTrain公司计算每辆卡车的年折旧额
为：

年折旧额=（40000-4000）美元/4年=9000美元

月折旧额应为年折旧额的十二分之一。因此十二月份的折旧费用为9000美元/12=750美元。

资产成本与预计净残值的差是资产的折旧额。为了满足配比原则，公司必须把折旧额作为一
项费用分配到资产寿命的每一个会计期。公司通过将一段时期的折旧额借计入折旧费用，并
将相同数额贷记如累计折旧账户中来完成这项工作。MicroTrain公司应为运输卡车计提750
美元折旧。记录折旧的形式如下：

调整4-折旧

调整分录过账后，T字形账户表示如下:

MicroTrain公司在利润表中记录折旧费用，并将累计折旧作为相关资产的备抵账户记录在资
产负债表中。

累计折旧账户是一项与资产账户相对的账户，它记录了从资产获得日至资产负债表日计提的
所有折旧。备抵账户是资产负债表中相关资产的减少项。建立备抵账户的目的是为了将资产
的原始成本减少到剩余的未折旧成本或者说账面价值。累计折旧账户不表示被搁置的用来取
代耗尽的资产的现金。未折旧的资产成本是资产账户的借方余额（原始成本）减去累计折旧
备抵账户中的贷方余额。会计人员也将资产成本减去累计折旧做为资产的账面价值（或者账
面净值）。因此，账面价值是尚未被分配到费用中去的成本。在前面的例子中，第一个月后
卡车的账面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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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Train公司将折旧额贷记如累计折旧这一备抵账户上，而不是直接记入资产账户。公司
使用备抵账户意在告诉报表使用者备抵账户与哪项账户的原始余额相关联。例如，对于卡车
这项资产，很有必要了解该资产的原始成本和所有的累计折旧额。因此，资产账户显示原始
成本；备抵账户，累计折旧—卡车，表示从资产取得日开始算起的所有记录的折旧额。通过
对原始成本和累计折旧的了解，使用者可以估算出公司所耗的资产可带来效益的百分比。例
如，假设累计折旧额是成本的四分之三。因此，大概有四分之三的未来效益被消耗，公司应
尽早替换这项资产。

这样，为了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完整的资产负债表信息，公司将原始成本和累计折旧都
进行了披露。在前例中对于第四项调整，2010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将显示的资产和备
抵账户如下所示：

正如你所预料的一样，累计折旧额将由于记录的折旧费用逐期增加直到剩余的资产账面价值
等于预计净残值。

一项涉及预收收入的债务/收入调整，包含客户已经在收到货物和服务之前将资产，通常为
现金，支付给销售公司的各种情形。

在公司提供服务前收到资金的情况创造了一项负债，被称为预收收入。公司将收到的现金借
记入现金这一资产账户，同时在负债账户中贷记该现金额。贷记的负债账户可能是预收费
用，提前收到的收入，客户支付的预付款，或者一些相似的科目。销售方必须给客户提供服
务或是返还现金。销售公司提供了服务后，取得收入的同时债务被取消。

公司由于很多的原因取得预付款，例如培训服务，送货服务，票务，杂志或者报纸的订阅。
在此我们举例和讨论的只有提前获得的培训费，但公司对其他项目的核算方式是一样的。

预收劳务费12月7日，MicroTrain公司由于未来要提供培训服务，收到客户4500美元的预付
款。公司记录的日记账分录为：

与培训费相关的T字形账户有预收劳务费（一项负债）和劳务收入。这些账户在2010年12月
31日的记录形式为（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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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劳务费这一在公司收到现金时确立的负债类账户的余额，会在公司履行服务后转化为劳
务收入。在公司编制财务报表之前必须编制调整分录将公司提供的服务从负债类账户转移到
收入类账户。我们假设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MicroTrain公司只提供了4500美元预付款中
包含的三分之一的服务，所以公司将1500美元转入劳务收入账户，如下所示：

分录过账后，T字形账户如下所示：

MicroTrain公司将劳务收入记录在2010年的利润表中。公司将预收劳务费余额3000美元作
为负债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2011年该公司将有可能赚取此3000美元，并将其转入收入类
账户。

如果MicroTrain公司没有提供培训服务，该公司必须将资金返还该客户。例如，如果公司没
有提供剩下的3000美元的培训活动，他将返还这笔资金，然后公司做如下记录：

因此，公司必须或者提供培训服务或者返还资金。这个例子可以加强你对预收劳务费和相似
条目属于负债类账户的理解。

136



会计人员基于记录在公司资产和负债类账户的数据对递延科目进行调整。他们也对应记科
目，对那些还没有记录的交易数据进行调整，这些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

会计角度：商业洞察力
根据国际高校和雇主联合会的资料来看，会计人员2009年的平均收入为48334

美元并且有每年增加的趋势。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会计毕业生的市场仍然比 较

活跃。对于毕业生来说，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多样的工作机会。由

于低的失业率，雇主——尤其是提供有限招聘预算的小型会计事务所在竭尽所

能抓住 合格的人员。

3.4 对应计项目的调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应计项目需要两类调整分录：资产/收入调整和负债/费用调整。第一组--资产/收入调整涉及
应计资产，第二组—负债/费用调整涉及应计负债。

应计资产是一项在会计期末还没有被记录的资产，如应收利息和应收账款。这项资产代表获
得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支付的权利。为了在资产负债表中准确显示这一经济事项，公
司通过在会计期末编制调整分录来调整账户余额的方法来确认这项权利。为了表示这项调整
的双重性质，除了资产外他们还记录了一项与资产相关的收入。由于这项收入必须被记录，
我们也称其为应收收入。

利息收入储蓄类账户每时每刻都在赚取着利息。但在会计期的最后一天才结算的利息是很少
的。因此，会计记录一般很少显示已赚取（但尚未收到）且会影响投资者总资产的利息收
入，除非公司编制一项调整分录。在会计期末的调整分录应该借记应收账款（一项资产），
贷记收入类账户，以此来记录赚取的利息和拥有的资产。

例如，假设MicroTrain公司在储蓄账户中有一些存款。至2010年12月31日，这笔存款获得
了600美元的月利息，尽管公司尚未收到该笔利息。必须编制分录说明至2010年12月31日
赚取的利息额，还有资产额--应收利息（获取利息的权利）。记录应记收入的分录为：

与利息有关的T字形账户如下所示：

MicroTrain公司将应收利息账户中记录的600美元借方余额作为一项资产记录在2010年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中。这项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累积。利息收入账户的600美元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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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是当月赚取的利息。回顾在权责发生制下确认收入时，无论公司在一年中是否实际收到
了现金，因此公司仍将当期赚取的利息收入记录在利润表中。

未支付的培训费一公司可能在一个会计期为顾客提供服务，然而它会在不同的会计期开出服
务的账单。

MicroTrain公司在12月底为客户提供了账面价值1000美元的培训服务。由于该公司需花费
时间做文字工作，该公司将在一月给客户开出服务账单。2010年12月31日必要的调整分录
为：

调整分录过账后，T字形账户表示如下：

应收账款

劳务收入显示在利润表中；资产，应收账款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中。

应计负债指在会计期末尚未记录的负债。他们代表在资产负债表日还没有到期的偿债义务，
如员工工资。

138



在会计期结束时 ，公司通过编制一项包含负债和费用的调整分录来确认这些义务。基于这些
原因，我们也称这些义务为应计费用。

工资员工工资的支付记录一般涉及费用账户的借记和现金账户的贷记。除非公司在会计期的
最后一天支付结算期为当天的工资，否则我们必须编制分录来记录还没有支付的应付工资。

MicroTrain公司在2010年12月28日周五支付12月前四周3600美元的工资。那时做的分录
为：

假设2010年12月的最后一天恰好是周一，费用账户没有显示这个月最后一天员工赚取的工
资。其他账户也没有表现出雇主支付工资的义务。调整之前与工资有关的T字形账户表示如
下：

如果四周的工资为3600美元，每周就是900美元。对于五日制工作周，日工资则为180美
元。MicroTrain公司在2010年12月31日编制如下调整分录来记录一天的工资：

调整后相关的T字形账户为：

依照编制利润表的意图，调整日记账的借记使月工资费用达到准确的3780美元。应付工资
的贷方记录欠员工的180美元的工资负债。资产负债表将应付工资列示为一项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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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5 没有经过确认调整带来的影响

负债/费用调整的另一个例子是公司由于应收票据而导致应付利息。应将其借记在利息费
用，并贷记在应付利息上。我们将在第九章讨论这项调整。

3.4.1 没有编制调整分录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没有编制准确的调整分录会使净利润和资产负债表出现错误。在圖表 3.5中你能看到没有记
录每种主要调整分录对净利润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用MicroTrain公司作为一项例子，本章已经讨论并说明几个在会计期末必须编制的典型分
录。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对更多的调整分录进行详解。

3.5 分析和运用财务结果——趋势百分比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有时将数据表示为某一基期相应数据的百分比相比单纯的看财务报表上的数据更有效。你能
够通过用每年某个项目的财务数据除基期相应项目的数据，例如净收益和净销售额，来计算
趋势百分比：

趋势百分比=报告期金额/基期金额

为了说明地更具体，假设一个大的零售商ShopaLot的子公司记录了2001年1月31日前的净
收益。through2010 最后一列表示这些金额是以1991 年的金额为基期的。例如我们可以计
算得出1992 年的趋势百分比为125%：

1,609,000美元/1,291,000美元*100%

净收入额（美元） 以1991年净收入为基期额

1991 $1,2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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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609 125

1993 1,995 155

1994 2,333 181

1995 2,681 208

1996 2,740 212

1997 3,056 237

1998 3,526 273

1999 4,430 343

2000 5,377 416

2001 6,295 488

通过观察趋势百分比，我们看到ShopaLot公司的净收入在十年间逐年稳步增加。2001年的
净收入额是1991年的四倍多。这是公司管理和股市追求业绩的一种形式，但也不总是这样
的。

在本书的前三章，你已经学到了记账过程的多部分内容。第四章将要讲述会计周期的最后一
步工作。

会计角度：科学技术的运用
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网站：

安永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http://www.ey.com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http://www.deloitte.com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http://www.kpmg.com

普华永道 http://www.pwcglobal.com

你可以浏览这些网站的内容以此来了解更多的会计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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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对学习目标的理解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收付实现制在收到现金后确认收入，在支付现金后确认费用。
• 权责发生制在发生了销售活动或是履行了服务后确认收入而不管现金何时收到，在费用

发生时便确认费用而不管何时支付现金。
• 权责发生制比收付实现制被更广泛的接受，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使收入和费用相匹配的方

法。
• 调整分录就将的账户中的实有数据转换为适当的周期财务报表中的应有数据。
• 调整分录反映了已经发生但尚未记录的经济活动。
• 递延项目由包含以前被登记的数据账户的调整分录组成。这种调整分录一般包括把资产

和负债账户中的数据转移到费用和收入账户中。与递延项目有关的两类调整分录是资产
/费用调整及负债/收入调整。

• 应计项目由与先前没有数据被记录的经济活动有关的调整分录组成。这些条目涉及资产
和负债还有相关的收入和费用的原始记录。与应计项目有关的两类调整是资产/收入调
整和负债/费用调整。

• 本章介绍的条目是递延条目和应计条目。
• 没有编制调整分录会使净利润和资产负债表出现错误。
• 对于一项特殊的条目例如销售或是净收益，选择某一年作为基准年，其他年的所有财务

数据课表示为与基准年数据比较的百分比

3.5.2 实证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其他条目中，Korman公司在2010年12月31日的试算平衡表包含以下的账户余额：

借方 贷方

库存物料 $6,000

预付租金 25,200

建筑物 200,000

累计折旧——建筑物 $33,250

工资费用 124,000

预收运输费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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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库存物料账户6000美元余额来表示的物料中的一部分已经被消耗。实际上在12月31日现
有的库存物资的价值共为2400美元。

在本年度的五月一日，支付了12个月的25200美元的租金，借记在预付租金账户中。

建筑物每年的折旧是以建筑物的成本减去估计的10000美元的残值为基础的。建筑物的预计
使用寿命是40年。

124000美元的工资费用不包括自上次支付日至今未支付的但已经被赚取的6000美元的工
资。

到12月31日公司已经赚取了四分之一的预收运输费。

向客户提供了价值600美元的送货服务，但是还没有开出账单。

a. 编制.截止到12月31日调整日记分类账，假设编制调整分录只在年末进行。

b. 以累计折旧——建筑物账户中显示的调整余额为基础，计算一下Korman公司拥有建筑物
的年数。

3.5.2.1 实证问题的解答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Korman公司的普通日记账

日期
会计科目和

注释

参

考

分

录

借方 贷方

2010

年12

月

31
低值易耗品

费用
3 6 0 0

库存物料 3 6 0 0

记录低值易

耗品费用
($6,000 -
$2,400)

31 租金费用 1 6 8 0 0

预付费用 1 6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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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会计科目和

注释

参

考

分

录

借方 贷方

记录租金费

用
($25,200
X 8/12)

31
折旧费用

——建筑

物

4 7 5 0

累计折旧

——建筑

物

4 7 5 0

记录折旧费

用
($200,000
- $10,000
/ 40

年)

31 工资费用 6 0 0 0

应付工资 6 0 0 0

记录应计工

资

31 预收运输费 1 0 0 0

劳务收入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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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会计科目和

注释

参

考

分

录

借方 贷方

记录赚取的

劳务费

31 应收账款 6 0 0

劳务收入 6 0 0

记录赚取的

劳务费

八年，计算公式：

总的累计折旧/每年折旧=（33250+4750）美元/4750美元

3.5.3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期一般为一个月，一个季度，或是一年的一个时间段，是根据财务报表的需要将整个时
期划分。

会计年度长为一年的会计期，会计年可能会也可能不与日历年相一致。

权责发生制当发生了销售活动或是提供了服务的时候确认收入，而不管赚取的资金何时收
到。当费用发生时确认费用，而不管现金是否已被支付。

应计资产和负债在会计期末存在的尚未被记录的资产和负债；代表在资产负债表日还没有到
期的一种获取权或是需要履行的义务，薪资，如应收费用和应付工资。

应计项目与之前没有数据被记录在账户中的经济活动有关的调整分录，如应计资产和负债。

应计收益和费用属于应收资产和负债的别称。

累计折旧账户一项与资产相反的显示了截止到资产负债表日记录在资产账户中折旧总额的账
户。

调整分录在会计期末编制的使收入和费用相配比的日记账分录。他们反映已经发生但还没有
被记录的经济活动。编制调整分录的目的是在编制财务报表之前使账户达到适当的平衡。

账面价值对于可贬值的资产，账面值等于成本减去累计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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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年度以12月31日为结束日正常年度。

收付实现制在收到现金时确认收入，支出现金时确认费用。

备抵账户一个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资产的减少项的账户，常用于将资产原始成本减少到剩余
的未折旧的成本或是账面价值。

递延项目调整分录涉及以前记录在账户中的数据。数据从资产和负债账户中转移到费用和收
入账户中。例如预付费用，折旧和预收收入。

应折旧金额资产成本与预计净残值的差被。

应折旧资产记录折旧费用的制造性资产例如建筑物，机器，交通工具，或者是设备。

折旧会计记录折旧费用的过程。

折旧费用在一特定时期内被分配为费用的资产成本。

折旧公式（直线折旧法）：

预计净残值在资产的寿命结束时，公司出售该资产可获得的资金值。

预计使用寿命公司能使用资产的估计时长。

会计年度由连续的12个月组成的可能与日历年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的会计年度。例如，一家公
司的会计年是从某年的4月开始的止于下一年的3月31日。

配比原则一项要求在创造收益的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应该从在会计年度产生的收益中扣除的会
计原则。

预付费用（待摊费用）一项待分配成费用的资产。如预付保险费。应收账款和现金类资产就
不是预付费用。

潜在的服务能够从资产中得到的好处。资产能够带来未来服务使资产成为对企业有价值的事
物。

趋势百分比通过将每年某个项目的财务数据除以基期相应项目的数据计算出的。

预收账款在还没有为客户提供服务之前，收到的客户资金。由于这笔资金还没有赚取到，所
以是一笔负债，被客户称为预收收入。

3.5.4 自测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

判断下面的每一项描述是对还是错：

1. 每一项调整分录至少影响一个利润表账户和一个资产负债表账户。
2. 所有日历年都是会计年，但不是所有会计年都是日历年。
3. 累计折旧账户是一项仅显示当年所有折旧额的资产账户。
4. 预收运输费是一个收入类账户。
5. 如果不编制调整分录，财务报表将会是错误的。

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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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下的每一个问题选出最佳答案：

1. 2010年9月1日支付保期为一年并从当天开始的价值1200美元的保险单。一项资产在那一
天借记在账户中。调整分录每年年末编制一次。公司在2010年12月31日年末需编制的调整
分录为：

2. 库存物料账户年末有1500美元的余额，期末库存物料的实际金额为400美元，调整分录
为：

3. 公司在2010年1月1日购买价值20000美元的运输车。运输车的预计净残值为5000美元，
并预计使用5年。调整分录在年末编制。2010年12月31日的年末调整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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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公司在2010年10月1日收到现金24000美元预付订阅费用，订阅期从当天开始计算累计
一年。当收到现金时贷记一负债账户。杂志由该公司出版每月发送给订阅者。公司在月末编
制调整分录是由于每月需编制财务报表的原因。该公司在下一年的每个月末需编制的调整分
录为：

5. 当公司因应收票据或是银行账户赚取利息时，借方和贷方如下所示：

借方 贷方

A 应收账款 利息收入

B 应收利息 利息收入

C 利息收入 应收账款

D 利息收入 应收利息

6. 如果自上次付薪日公司工作人员赚得3000美元，必要的调整分录为：

A 借记费用 贷记负债

B 借记费用 贷记资产

C 借记负债 贷记资产

D 借记负债 贷记费用

现在在本书的后面打开自测题的答案来检测你的回答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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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在会计期内哪些事件导致普通日记账的记录，哪些事件导致调整分录的编制？
• 描述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区别。
• 为什么调整分录是必要的工作内容？当现金转手时，不把每笔现金支出看作为一笔费

用，每笔现金收入看作为一笔收入的原因是什么？
• 如果遵循“纯”收付实现制（假设在记录现金交易活动中没有发生错误），那么就没必要

编制调整分录。在收付实现制下，当收到具有收入性质的进款的时候被确认为收入，当
支付具有费用性质的开支时被确认为费用。权责发生制使发生的费用和他们创造的收益
相配比，这使调整分录成为必要的工作。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 为什么会计人员没有使所有账户在会计期内持续处于合适的平衡呢？这样就不必在编制
财务报表之前编制调整分录了。

• 递延项目和应计项目有哪些基本的区别呢？
• 识别包含在两大类调整分录中的具体类型的会计分录。
• 对于以下的描述做各举一个日记账的例子：
• 费用和负债同时增加。
• 赚取到先前以预收收入记录的收入。
• 资产和收入同时增加。
• 费用增加而资产减少。
• 一个同学做出如下的结论：“你能够轻易地说出一个公司在使用权责发生制还是收付实

现制。对未来的租金或是保险费支付资金时，运用收付实现制的公司在费用账户中借记
该金额，而运用权责发生制的公司在资产账户中借记该金额。”他说的正确吗？

• 在会计期末你注意到库存物料账户有2700美元的借方余额。你如何判断此账户需要调
整的幅度呢？

• 一些资产会随着消耗转化为费用，一些负债会在赚取后转化为收入。关于以上描述举一
个适用的资产和负债的例子，再举一个不适用的资产和负债的例子。

• 给出直线折旧法下计算年折旧额的计算公式。
• 应计负债一词的意思是什么？
• 潜在服务的含义是什么？
• 在赚取前收到资金时，贷记什么类型的账户？当这笔资金赚取到时，贷记何种账户？
• 应计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应付利息和应计未付利息有概念上的差别吗？
• 使发生的费用与赚取的收入相配比比使支付的费用与取得的收益想配比更加困难，你觉

得做的这些努力值得吗？
• 现实问题 参考某公司财务报表附注，在资产，厂房，设备中折旧资产的大概多少比例

在最近一年结
• 束时已经提取了折旧。

3.5.6 练习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为以下多选题选择正确答案：

收付实现制下：
A 当发生了销售活动和提供了服务时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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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发生费用时确认费用
C 被一些小型企业和专业人员所运用
D 当收到现金时确认收入，支出现金时确认费用

权责发生制下：
A 只有当收到现金时才确认收入
B 几乎被所有的公司运用
C 只有当支付现金时才确认费用
D 在销售活动发生后或是提供服务后确认收入，只有在支付现金后才确认费用

练习B为以下多选题选择正确答案：

以下最不常见的会计期为：
A 一个月
B 二个月
C 三个月
D 十二个月

需要编制调整分录的基础是：
A 配比原则
B 原始凭证
C收付实现制原则
D已在合适的账户中被记录的商业活动

练习C为以下多选题选择正确答案

属于递延类调整分录的是：
A 资产/收入调整
B 负债/费用调整
C 资产/费用调整
D 资产/负债调整

以下属于应计项目的调整分录为：
A 资产/费用调整
B 负债/收入调整
C 资产/负债调整
D 负债/费用调整

练习D一年期的保险单在8月1日以2400美元被购买，同时编制以下的分录：

在会计期末12月31日必须编制那些调整分录？

当分录过账后，预付保险费和保险费用的T字形账户如何体现？

练习E假设在2010年9月1日支付租金12000美元，租期从当天算起为一年。借记预付租金。
如果财务报表只有在每年的12月31日编制，在2010年12月31日必须编制哪些调整分录，使
相关账户保持适当的平衡？

练习F 2010年12月31日，一项调整分录编制如下：

150



已知总租金为4500美元，租期为一年，请回答：

a. 45000美元租金的起始日期

支付租金那天所做的分录。

练习G 2010年5月2日，花费现金8000美元购买物料。说明这项购买活动如何被记录。假设
在年底物料的剩余值为2500美元，然后写出必要的调整分录。

练习H 假设某一公司在2010年1月1日以1000000美元购得一建筑物。该建筑物的预计使用
寿命为40年，预计净残值为200000美元。为了记录该建筑物2010年全年的折旧，应如何在
2010年12月31日编制调整分录？

练习I在2010年9月1日，有关高尔夫专业性的国际杂志社收到总计120000美元的付款，该付
款是为月刊预付一年的订阅费。贷记一负债账户以记录这笔现金。到年末，预付费用杂志的
三分之一已交付。假设财务报表在年末编制，请给出收到预付费用时的分录和在12月31日
调整分录。

练习J 2010 年4 月15 日，Rialto 剧院由于在6 月，7 月，8 月上演的夏季音乐剧（一个月一
次）卖出90000美元的门票。在2010年7月15日，Rialto剧院发现在7月和8月将举行的音乐
剧不能够如期进行了。选择另一个合适的团体来表演也已经太迟了。剧院作出了把门票费退
还给顾客的决定，并在7月20日实施。为4月15日，6月30日和7月20日编制适当的日记账分
录。该公司以6月30日作为年末。

练习K Guilty & Innocent,一个法律公司，在2010年 12月底为客户提供了法律服务。这项
30000美元的法律服务费用在2011年的1月以账单的形式记录到客户的名下。如果财务报表
在每个月底编制的话，作出2010年12月31日必要的调整分录。

练习I某一公司在11月1日借入30000美元。到12月底产生了300美元的利息。请编制12月31
日的调整分录。

练习M快递公司每天需要支付的工资是3000美元。上次发工资的日期是1月27日星期五。到
1月31日下星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工资没有被记录也没有被支付。财务报表每月都需要编
制。作出1月31日的调整分录。

练习N叙述以下每一独立情况下对2010年和2011年中记录的年收益的影响。

1. 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没有对8000美元的应记工资进行调整。

• 到2010年12月31日收到5000美元的尚未提供服务的服务费，并贷记在收入账户中且没
有进行调整。

这项服务将在2011年履行。

练习O在下面的表格中，标明没有对每一项指出的调整进行确认的影响，对于高估的写“O”
低估的写“U”。

没有对以下条目进

行确认

对净收益的

影响

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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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物的折旧

库存物料的消耗

提前收到的门票收入

银行账户中取得的利息

没有支付的应记工资

练习P以下数据来自于某一中型汽车制造商Perkins Parts提供的2004年到2009年间的净收
益。

净收益（单位：百万美

元）

净收益（单位：百万美

元）

1989 $860 1995 $4,139

1990 3,835 1996 4,446

1991 (2,258) 1997 6,920

1992 (7,385) 1998 22,071

1993 2,529 1999 7,237

1994 5,308 2000 3,467

以1989年作为基期，计算趋势百分比，然后讨论结果。

3.5.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在以下的条目中，Filmblaster公司某一汽车租赁公司在当年12月31日的试算表中包括
以下的结余：

借方

预付保险费 10000美元

预付租金 144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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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物料 2800美元

检查记录的以下条目，并且为以下条目进行调整：

2. 在试算表中的4000美元的预付保险费包括的范围是12月31日以后的当年的月份。

3. 预付租金的账户余额是从当年的10月1日算起的12个月的租金。

• 赚取了300美元的利息，但是没有收到现金。
• 在当年使用的物料总额为1800美元。

在12月31日编制年末的调整分录。

问题B Marathon 杂志公司在12月31日编制的试算平衡表有以下的账户余额：

借方 贷方

库存物料 $3,720

预付租金 7,200

预收订阅费 $15,000

订阅费收入 261,000

工资费用 123,000

• 12月31日库存物料的余额为720美元。
• 预付租金账户的余额包含的时间是从当年10月1日开始的一年。
• 预收订阅费15000美元的三分之一已经被赚取了。
• 自上次付薪日，公司的职员已经赚取了额外的5430美元的工资。

4. 编制12月31日年末的调整分录。

5. 打开总分类账户中的相关账户，登记试算平衡表中的余额，登记调整分录，并计算年末余
额。

问题C Hillside Apartments公司，在每年的12月31日调整并结账。假设对于以前年份的账
户已经做了适当地调整并已经结束结账。以下是2010年12月31日公司账户余额：

部分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借方 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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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保险费 $7,500

库存物料 7,000

建筑物 255,000

累计折旧——建筑物 $96,000

预收租金 2,700

工资费用 69,000

租金收入 277,500

预付保险费账户余额表示截至2011年6月30日的四年保单的剩余成本，总共的费用是12000
美元。

办公用品仓库的实际库存显示库存物料的成本为3000美元。

建筑物最初在1994年1月1日获得，当时预计使用寿命为40年，预计净残值为15000美元。

自上次付薪日到12月31日还没有支付的工资总额为5000美元。

在一年之中，在储蓄账户中已赚得但还没有取得现金得利息额为400美元。

预收租金账户是由于承租人提前对建筑物支付的租金引起的，租期从2010年10月1日算起共
为12个月。

根据附加数据编制年末调整分录。

问题D Gulf Coast杂志公司记录的日历年2010年和2011年的净利润分别为200000美元和
222000美元。

对于以下的交易活动在两年末都没有编制调整分录：

一项火险的保险单保期为三年，从2010年3月1日支付3600美元的保险费用开始计算。在购
买当日借记了预付保险费。

2010年4月15日收到为杂志支付的72000美元订阅费，订阅期从2010年5月1日开始算起共
18个月。当收到订阅费时，贷记了预收订阅费账户。

2010年1月1日购买并投入使用一座成本为180000美元，预计使用寿命50年，预计净残值为
30000美元的建筑物。

2011年1月12日，支付给职员9600美元的工资并借记工资费用账户。2010年12月所支付金
额的三分之一被员工赚取。

计算2010年和2011年的净利润。在你的回答中，先说明净利润。然后，说明每一项调整后
的影响，用加号或是减号来表明由于调整净利润是增加了还是减少。当正确的数据加入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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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中或是将多出的从以前的记录中剔除，结果应该是正确的净利润额。答案的形式应该如下
所示：

调整的解释 2010 2011

报告的净收益 $200,000 $222,000

改正账户中的错误：

火险账单费用:

2010年正确的费用 -1000

2011年正确的费用 -12000

问题E Jupiter出版公司在2010年12月1日开始运营。该公司的会计人员计划使用收付实现制
的核算方式。因此，会计人员将所有的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记录在与运营有关的收入和费用
账户中。在编制财务报表之前没有编制任何调整分录。

12月1日 发行股票收到现金300000美元。

3日 收到144000美元的订阅费，订阅期从当天算起为两年。杂志在每月的23号出版。

4日 支付在国内某杂志的广告费用36000美元，广告期从本月算起为6个月。

7日 支付保险费用24000美元，保期是从12月15日开始计算的两年。

12日 支付建筑物的年租金费用36000美元，有效期到2011年11月30日。

15日 收到订阅费216000美元的现金，订阅期从12月算起共两年。

15日 12月1日到15日的工资为48000美元。从今天开始，将在每月的5号和20号支付两个星
期的工资。

20日 支付12月1日到15日的工资。

23日 用现金21600美元购买物料。（2010年年仅用了其中1800美元。）

27日 支付从12月开始计算的以后六个月的印刷费用144000美元。

31日 销售12月的杂志收到84000美元。

31日12月16日到31日未支付的工资额为22000美元。

31日 赊销12月刊物14000美元。

a. 编制会计人员要编制的日记分类账。

b. 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日记分类账。当分录与收付实现制下的分录相同时，请标明“相同”。
如有可能，记录下最初的交易活动，这样在月末就不必编制调整分录。 不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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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补充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Caribbean Vacation Tours 公司当年12月31日的试算平衡表中包含的账户余额如
下：

借方 贷方

预付保险费 $24,000

预付租金 24,000

建筑物 188,000

累计折旧——建筑物 $31,600

工资费用 200,000

预付保险费账户中的余额是当年提前支付的从9月1日开始的一年的费用。

建筑物预计使用寿命是25年，预计净残值是30000美元。

到12月31日发生的但没有支付的工资费用是8400美元。

预付租金账户余额是从当年3月1日开始计算的一年期的租金额。

编制12月31日年末的日记账调整分录。

问题B. Dunwoody Mail Station公司当年12月31日的试算平衡表中的账户余额显示如下：

借方 贷方

库存物料 $10,000

预付保险费 6,000

建筑物 168,000

累计折旧 $39,000

12月31日库存物料余额是3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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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保险费的账户余额表示从当年的6月1日算起的期限为两年的保险单。

对建筑物的累计折旧是建立在建筑物原有价值减去预计净残值18000美元的基础之上的。在
获得时，建筑物的预计使用寿命是50年。

a. 编制12月31日年末的调整分录。

b. 打开总分类账户中的相关账户，登记试算平衡表中的余额，登记调整分录，并计算年末余
额。

问题C. Nevada 野营设备租赁公司占有Las Vegas这条主要街道四分之一的市场。为了取得
这样的市场，公司租了一个比实际需要的还要大的仓库然后把仓库的一部分租给了一餐馆。
Nevada公司2010年12月31日的部分试算平衡表如下所示：

Nevada野营设备租赁公司

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借方 贷方

现金 $100,000

预付保险费 11,400

库存物料 20,000

野营设备 176,000

累计折旧——野营设备 $19,200

应付票据 40,000

器具租赁收入 1,500,000

转租收入 8,800

建筑物租赁费用 14,400

工资费用 196,000

a. 员工每天的工资额为300美元，最后一次支付工资在12月27日，星期三。12月31日是周
日，公司在周日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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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野营设备账户披露了以下内容：

2010年7月1日余额 $128,000

2010年7月1日增加 48,000

2010年12月1日试算表余额 $176,000

公司在购买这些野营设备时预计其使用寿命为20年，预计残值为零。

c. 该公司的服务中附带保险，保险是一年一次有效期至8月1日。保险单中的费用每年高达
7200美元。

d. 到2010年12月31日，没有消耗的库存物料价值是9200美元。

e. 十二月份应该收取的餐馆租赁费为800美元。

f. 应付票据的应计利息是700美元。

为以上的事实描述编制年末调整分录。

问题D. Safety Waste Control公司账上的净利润2010年是200000美元，2011年是230000
美元。对于以下的交易活动没有做过年末的调整分录。

a. 2010年4月1日租用一建筑物。当天支付14400美元两年期的租金。借记了预付租金科
目。

b. 2010年12月31日办公用品账户余额是6000美元。2010年12月31日当天的库存的办公用
品的总价值只有3500美元。在2011年期间没有购买新的办公用品。到2011年12月31日，库
存的办公用品总价值为800美元。

c. 总价值为1200000美元预计使用寿命为40年，预计残值为240000美元的建筑物在2010年
1月1日投入使用。

d. 2010年12月为客户提供了服务。直到2011年1月才送出价值24000美元的服务费账单。
这次商业活动在一月份收到付款后借记现金账户，贷记服务收入账户。

计算2010年和2011年的净利润。在你的回答中，先说明净利润。然后，说明每一项调整后
的影响，用加号或是减号来表明由于调整净利润是增加了还是减少。当正确的数据加入到账
户中或是将多出的从以前的记录中剔除，结果应该是正确的净利润额。答案的形式应该如下
所示：

调整的解释 2010 2011

以前记录的净收入 $200,000 $230,000

改正账户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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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租金：

2010年准确的费用 -5,400

2011年准确的费用 -7,200

问题E. 2010年6月1日Richard Cross开了一家专门给游泳池提供清洗和维修服务的公司，
Cross游泳池公司。他大致回顾了多年前的高中会计课上学到的编制日记账分录和建立总账
户的程序。在六月底，他编制了六月的利润表，但是他总感觉他记账的过程不是十分准确。
于是，他便向最近毕业的会计专业的哥哥John寻求帮助。John很快看出弟弟记账过程遵循的
是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准则。

6月1日 在和许多客户交换提供清洗和维修游泳池的服务协议时收到现金28000美元，提供服
务的日期在6月，7月，8月和9月。

5日 为使用自动清洗设备支付租金8000美元，租期是6月到9月整个时间段。

8日 用现金12000美元购买在6月1日生效的两年期的责任保险。

10日 通过签订一份在房屋建设过程中为游泳池提供服务的协议而收到某一建筑开发商提前
支付的9000美元现金，房屋建设时间是十月到来年的五月。

16日 支付员工6月份上半个月的工资84000美元。

17日 支付当地一家报社广告费900美元，广告时长是6月份的两个星期和7月份四个星期。

19日 支付四个月的房屋租用费24000美元，房屋在6月1日开始租用。

26日 购买物料花费现金5400美元（其中价值900美元的物品在6月份被消耗掉。）

29日 由于为客户提供了服务，并为其开出了16000美元的账单。

30日 6月份下半月的应付职工薪酬总计12600美元。

30日 收到6月份使用的汽油的600美元账单。

a. 在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准则下，为这些商业活动编制分录。

b. 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日记分类账。当分录与收付实现制下的分录相同时，请标明“相同”。
如有可能，记录下最初的交易活动，这样在月末就不必编制调整分录。 不用解释。

3.5.9 超越数字——批判性思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经营决策案例1 你受雇于高级职业介绍所，在会计期末负责编制调整分录。显而易见管理人
员不太理解调整分录的必要性或是哪些账户需要调整。你要做的第一步是编制以下未调整的
来自于总分类账户的试算平衡表。只有这些具有年末余额的分类账户包括在试算平衡表中。

借方 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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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80,000

应收账款 28000

库存物料 3,000

预付保险费 2,700

办公设备 120,000

累计折旧——办公设备 $45,000

建筑物 360,000

累计折旧——建筑物 105,000

应付账款 9,000

应付债款（银行） 15,000

预收代理费 30,000

股本 160,000

留存收益 89,300

代理费收入 270,000

广告费 6,000

工资费用 11,2500

水电费 7,500

杂项费用 3,600

合计 $723,300 $723,300

160



a. 向管理者解释编制调整分录的原因。

b. 向管理者解释为什么试算平衡表中出现的某些特定账户需要进行调整，每一项调整的实质
是什么。（不考虑特定账户的数量）

经营决策案例2 你的一位朋友Jack Andrews因为自己可以以400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块地
和几项DrakeBowling Lanes公司的资产的机会而感到激动。Andrews告诉你Drake先生和
他的太太（公司的唯一股东）由于Drake先生的健康问题将要离开公司。建筑物和设备的年
租金是54000美元。

Drake去年即2010年赚取的利润是100000美元。Andrews认为投资400000美元获得
100000美元的年利润确实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但是，在完成交易之前，他让你仔细观
察。你观察之后发现了以下的问题：

Drake计算的2010年收益额是现金股利和现金账户的增加额的合计项：60000美元的现金股
利+40000美元的现金账户增加额=100000美元的利润。

作为这笔交易的买主，Andrews将承担支付土地上附带的300000（附带利息）美元债务的
责任。这块地在七年之前以成本624000美元获得。

对2010年现金账户的分析说明如下：

收到租金收入 $465,000

2010年间支付的现金——

工资 $260,000

水电费 18,000

广告费 15,000

原材料 24,000

债务利息 18,000

代理费 30,000

现金股利 60,000 425,000

现金余额增加 $40,000

你还发现为54000美元的年租金，4000美元的12月份物业账单， 6000美元的广告费还没有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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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你对Drake Bowling Lanes公司的投资估算为Andrews做出一份书面报告。对Drake
计算公司年利润的方法做出评论。

b. 在你的报告中附带一份2010年大概的损益表。

集体项目3 由两到三名同学构成一个小组，去图书馆查找某一公司最近几年的年报。指出公
司的名称和提供的主要产品和服务项目，以及总收入、主要费用，还有最近三年的利润趋
势。以公司最早的年份为基期，计算收入、费用和利润的趋势百分比。每一个小组都要将数
据总结以及对趋势百分比的评论以备忘录形式写给管理者。这些备忘录的标题应包括日期，
写给谁的，来自哪里以及主题。

集体项目4 由一名或者是两名同学组成小组，利用图书馆和网上的资源，写一篇关于第106
号会计准则“对退休后津贴而非退休金的会计处理方法”的文章。这个准则致使必须编制一些
大的调整分录。在权责发生制下，对于这些成本公司必须记录一项费用和负债。在过去他们
只会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把这些成本记录为费用，只有在这笔费用被支付给退休人员时才
确认费用。注明你的资料来源并适当地引用。

集体项目5 由一到两名同学组成小组，运用图书馆的资料，写一份关于人力资源会计的文
章。普遍被认可的会计准则不允许将人才作为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一部分。注明你的资料来
源并适当地引用。

3.5.10 运用网络——一个真实世界的空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浏览以下网址：http://www.pwcglobal.com

点击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写一份关于你对这些法案的观点的简要报告给指导老师。

3.5.11 自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

1. 正确每一项调整分录或者把以前记录的数据从一项资产账户转移到费用账户或者从一
项费用账户转移到收入账户中（或者向相反的方向转移）或同时在资产和收入账户或者
负债和费用账户中录入新的数据。

2. 正确一个会计年度可以是任何连续的12个月，所以所有的日历年也都是会计年度。然
而，日历年必须是以12月31日作为结束日的，所以它并不包括以任何日期而不是12月
31日为结束日的会计年度（如6月30日）。

3. 错误累计折旧账户是一个备抵账户，表示从获得日到资产负债表日对资产的所有折
旧。

4. 错误预收运输费是一项负债。当赚取了这笔费用后，账户中的数额被转移到收入账
户。

5. 正确如果忽略了一项调整分录而没有编制，至少一个利润表账户和一个资产负债表账
户将是不准确的。

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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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未来利益的三分之一已经被消耗。所以，400美元必须从资产账户（贷记）转移到费
用账户（借记）中。

2. A 价值1100美元的物料已经被消耗，所以这笔数额必须从资产账户（贷记）转移到费
用账户（借记）。

3. C 年折旧额的计算为（20000-5000）/5=3000美元。借方是折旧费用——卡车，贷方
是累计折旧——卡车，备抵账户。

4. B 每个月将有2000美元的预收订阅费从负债账户（借记）转移到收入账户（贷记）。

5. B 借记一项资产“应收利息”，贷记利息收入。

6. A 借方应是工资费用，贷方应是应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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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4 会计循环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总结会计循环的步骤。
• 为一家服务公司准备工作底稿。
• 准备损益表、留存收益表，用工作底稿中包含的信息准备资产负债表。
• 使用工作底稿中包含的信息准备（调整和结算分录）。编写调整及结算分录
• 准备一个结帐后工作底稿。
• 描述的会计系统的进化。
• 准备一个分类的资产负债表。
• 分析和使用财务结果——流动比率。

信息系统的职业前景

你听说过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或“信息就是金钱”吗？当人们谈论会计时，他们真正谈论的其
实是信息。商业活动需要使用的信息，以及支持信息的使用的技术，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机构
的最有价值的资产的一部分。商业运作的成功往往依赖于有效的生产、管理和信息的使用。

随着公司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公司对于那些受过良好的管理信息系统(MIS)教育的审计
人员和控制专员的需求也在增加。日益提高的技术有着巨大的潜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进公
司的组织和实践能力，降低成本并开拓新的业务和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公司在选择和实施
这些新技术上面临着不断的挑战。由于它们的高价值和内在的复杂性，开发、支持和对信息
系统的审计已经成为会计中发展最快的专业之一。

在计算和技术领域有着特殊兴趣和技能的毕业生具有广阔的就业机会。除了传统的会计和审
计功能，管理信息系统(MIS)的专业人士还要评估信息技术和包括电子数据交换、客户服务
器，当地和广域网络、数据交换、电信学以及集成的音频、数据、视频系统等在内的通信协
议。在公共会计领域中，信息技术扩展了为了得出必要的结论所应该具有的知识和审计高级
会计信息系统所需要的技能，对审计行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随着管理咨询实践的发展和信息系统在会计收入中的占比的不断增加，对信息管理系统
(MIS)专业人士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如果你正考虑获取计算机或信息系统的一个学位，你应
该考虑同时主修或选修一个会计专业。这会在和商业咨询公司密切联系的工作中给你带来一
定的优势。会计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的双学位是很有竞争力的专业组合。

本章解释了会计循环中的两种新步骤——工作底稿的编写和结算分录。此外，我们简要地讨
论了会计系统演化，并提出一个分类的资产负债表。这张资产负债表格式更贴近实际公司运
营时使用的资产负债表。完成本章后，你就会明白会计是如何从商业交易中作为凭据的原始
凭证开始，并结束于揭示偿付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财务报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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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会计循环综述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第一章中，你学到了，当一个事件是一个可测量的商业交易时，你需要有足够的凭证证明
这一交易。然后，你分析了这一交易对会计等式，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的影响。在第2章
和第3章中，你进行了会计循环中的其他步骤。第二章描述了会计循环的八个步骤，作为对
第二章到第四章内容的一个初步介绍。 你可以重新复习一下圖表 4.1中的会计循环的八个步
骤。记住，前三个步骤是发生在会计期间内，而后五个步骤发生在之后。下个章节，解释了
如何使用工作底稿来帮助你完成会计循环的过程。

4.2 工作底稿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工作底稿是一张分纵栏的纸状表格或是一个计算机电子表格，会计人员在其上面总结调整、
结算分录并准备财务报表的信息。通常，他们在最后将这些工作底稿进行保存。工作底稿只
是一个会计工具，而不是正式会计记录的一部分。因此，工作底稿可以有不同的格式；有些
工作底稿是用铅笔写的，这样比较容易纠错。也可以使用个人电脑中的电子制表软件。会计
人员要在每月、每季度、或每会计年度需要财务报告的时候用到编制工作底稿。

本章使用了一个12列的工作底稿，这张工作底稿包括了未调整的试算平衡表，调整，调整后
试算平衡、损益表、留存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等几组表格。每一组都有借方和贷方两栏。
(圖表 4.2)

会计师们使用如下步骤来开始编写工作底稿。下面的章节具体描述了完成工作底稿的步骤。

• 在试算平衡表中录入总账的标题和余额。
• 在调整表中录入调整项目。
• 在调整后试算平衡栏目中录入调整后的平衡。
• 将收入、支出账户的调整后平衡表从调整试算平衡表延展至损益表。
• 将留存收益账户和分配账户中的平衡延展至留存分配表中。
• 延长调整平衡资产，负债和股本账户从调整后的工作底稿列的资产负债表栏目。

在这里我们不会像在第二章中一样编写一个单独的试算平衡表，会计师们会使用工作底稿上
的试算平衡表。看圖表 4.2，请注意MicroTrain公司的总账目中的数字和标题是在工作底稿
的左侧。通常，只有那些在会计末期收支平衡的账户被列举出来。（一些会计人员的确会列
出整个会计账户表，甚至那些没有余额的表格。）假设你是MicroTrain公司的会计人员。你
列出了试算平衡表中的留存收益账户，即使表的余额是零，这显示了（1）账户中它的相关
位置并（2）标明2010年12月是这个公司会计操作的第一个月。下一步，你录入失算平衡表
中总账目的余额。这个账户是用来记录总账情况例如资产、负债、股票持有人的持股数、红
利、收入和支出的。然后是总列表。如果借贷栏总额不相等，那么肯定是出现了错误，这个
错误你必须在编制工作底稿前将它纠正。

就像你在第三章学到的那样，调整会在会计人员编制留存收益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利润
表之前将账目调整到合适的余额。你将这些调整录入工作底稿中的调整栏中，同时，你通过
在剩余的数额上放置一个关键数字或字母来对条目的借方和贷方进行相互对比。这个关键的
数字或字母使调整条目中的实际日记账分录变得简化，因为你不必去再次思考调整项目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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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它们。例如，这个数字(1)列出了这些调整借记账户保险支出和发放贷款预付保险费。注意
一下，在会计科目栏标题保险费用账户低于试算平衡合计，因为保险费用账户没有平衡调整
前都没有出现在工作底稿。

工作底稿的编写往往在底部关键的条目例如圖表 4.2中给出简单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是可
选的，但他们对于那些检讨工作表的人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MicroTrain公司的调整（在第三章中有所阐述）如下:

圖表 4.1 会计循环的步骤

• 条目（1）记录了12月保险费200美元用的预支。
• 条目(2) 记录了12月为房租预支的400美元。
• 条目(3)记录了12月份物资的耗尽500美元。
• 条目(4)记录了750美元的卡车的月折旧费用。该公司在12月初购买了卡车。
• 条目（5）记录了服务费用收入1500美元。
• 条目(６) 记录了12月的利息收入600美元。
• 条目(７)记录了12月未支付的培训服务费1000美元。
• 条目(８)记录了月末的应计薪酬费用180美元。
• 并不是所有的调整项都需要调整。例如，如果这个公司有卡车这一账户名称，这个账户

是用来记录折旧的。
• 在所有的调整分录进入调整栏后，这两个栏目的总数应该是平等的，当所有的借方和贷

方进入正常。
• 检查多种商业账户（例如提交或收到的服务账单）以发现其他的还没有被记录的资产、

负债、收入和支出。
• 向公司管理者或专员询问关于必要调整项目的专门问题，例如：“在这个月内是否还有

没被记录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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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2 完成的工作底稿

1. 记录12月份的保险费用。
2. 记录12月份的房租费用。
3. 记录12月份的库存费用。
4. 记录12月份的折旧费用。
5. 将12月份的服务提供的费用从负债账户转移到收入账户。
6. 记录一个月的利息收入。
7. 记录12月份的差旅费用。
8. 确定一天应付却未付的工资。

在所有的调整项目都录入在了调整表的两个栏目中后，若借方和贷方两个部分都输入正确的
话，这两个栏目中的余额应该相等。

其次,延长所有账户的余额的有调整后工作底稿列。一定要注意规则是如何应用于决定一个调
整条目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账户余额。例如，薪酬支出在试算平衡表中的贷方有3600美元
的余额。180美元的增加计入该账户的借方调整项,它有一个美元3,780借方余额在调整后工
作底稿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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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账户余额是相同的,因为没有调整的影响。例如,在可支付账户中的余额没有改变并且是
简单的延伸至调整试算平衡表中。

现在,总调整后的试算平衡借方和贷方栏目。总量必须相等,然后才采取下一步完成该工作
表。当试算平衡和调整的平衡,但修正后的栏目都不要试算平衡柱,最可能的原因是一个数学
误差或错误的延伸。调整后的工作底稿列进入下一阶段的分类金额的利润表,留存收益表和资
产负债表表更容易。

所有的MicroTrain公司开始由扩大的收入和费用账户余额在调整后的试算平衡纵队利润表栏
目。因为收入含有贷方余额,因此将它们延伸至贷方栏中。在延展至贷方栏后，计算每个栏中
的总额。MicroTrain公司的总花费是6,510美元，总收入是美元13800。因此,这时期的纯收
入为7,290美元（13,800美元到6,510美元）。在贷方录入7,290美元这一收入,使两栏的总数
的平衡。你会记录下的净亏损在相反的账户;费用(借方)会是大于收入(学分),因此净损失会进
入信贷栏,使两栏平衡。

下一步,完成留存收益表这一栏。在留存收益表这一栏中录入12月净利润数额7,290美元。这
样,这比净收入额是损益表栏的余额，也是留存收益表栏的贷方余额。净利润出现在留存收益
信贷表的栏目中,因为它会导致留存收益的增加。在初始的留存收益余额中增加7,290美元纯
收入,并且减去3,000美元的红利。最终,留存收益表末端的余额是4,290美元。

现在将资产、负债、资本存量账户扩展到调整后的试算平衡栏目中来平衡。扩展资产数额为
借项，负债和资本存量账户为贷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留存收益表中确定的期末留存收益数额作为平衡表中的借项在表中再次出
现。期末保留盈余的金额借方在声明中留存收益平衡的陈述列留存收益栏目。在期末保留盈
余是一种信用贷款,在资产负债表中列,因为它增加股东权益,增加股东权益是贷方。(留存收益
也应该有一个结局只有借方余额累积亏损和分红盈利超过累积。)与包括了期末保留盈余余
额、资产负债表平衡。

当资产负债表这栏的合计在第一次尝试后没有对上,则重新检查编制工作底稿的过程。值的注
意的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直到你发现了错误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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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3 损益表

• 重新加总这两个资产负债表,看看你是否犯了错误。如果表栏合计没有对上,检查看看是
否你没有扩展资产负债表的项目,或者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的扩展,从调整后工作底稿
列。

• 重新加总留存收益表栏目,决定你是否进入正确数量的留存收益在适当的陈述留存收益
和资产负债表栏目。

• 重新加总利润表栏并决定你是否录入在适当的损益表和声明留存收益栏目正确数量的净
收入或净亏损。

会计视角：技术应用
许多电子表格都应用于会计中。工作底稿是一种电子简单的一个大的空白页，

其中包含行和列在计算机屏幕上。快块度所创造的行和列的交叉点，每个单细

胞都是细 胞能容纳一个或更多的单词，一个号码，或产品的一个数学公式。工

作底稿是完美的创造很大的工作表，试算平衡和其他计划，并为执行大量的计

算折旧计算等。最 受欢迎的电子表格程序是Microsoft Excel吗？免费的电子

表格程序也可以从谷歌和Zoho等公司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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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通过工作底稿编制财务报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当工作底稿完成,所有必要的信息以编制利润表,留存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是随手可得的。现
在,你只需要重新将信息放入相应的财务报表格式。

圖表 4.3中你需要编写进损益表的信息是在圖表 4.2中的工作底稿的损益报表中。

你需要编写的留存收益表的信息是从工作底稿的留存收益表栏中获取的。看圖表
4.4,MicroTrain公司的声明中留存收益为一个月结束了2010年12月31日。为了编写这个报
表,使用准备开始留存收益账户余额账户(310号账户),加净收益(或净亏损)扣除,然后减去分红
账户(320号账户)。把期末保留盈余余额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记住,该留存收益表有助于相关
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信息的信息。为达到这一目的,并说明纯收入在损益表中涉及到留存收益的
资产负债表。

圖表 4.4 留存收益表

MICROTRAIN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10年12月31日

17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圖表 4.5 资产负债表

编写一个资产负债表所需要的信息来自于MicroTrain工作底稿中的资产负债栏(圖表 4.2)。
如前所述,正确的数量期末留存盈余出现在留存收益表。在圖表 4.5中可以看到MicroTrain完
成的资产负债表。

4.4 调整分录的编制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通过MicroTrain公司的工作底稿，完成其财务报表后,你应该在普通日记账和张贴到适当的
分类帐账户中录入调整分录。与你学习的第三章一样，你编写这些调整分录,除了那个工作表
是现在你的源头为制作的条目。工作底稿的编制工作不排除对编制和公布调整分录的需要，
因为工作底稿只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计工具,不是正式的会计记录的一部分。调整栏目显示每个
条目的借方和贷方。MicroTrain公司要公布在一般杂志上的调整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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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过程

在第二章中,你可以学到收入、费用和股利账户是名义账户(临时)仅仅真实账户（永久的）的
细分子类,留存收益。你也学到了我们编制财务报表为一定的会计期间。结算过程将收入和费
用账户的余额转移至一个清空的账户，这个账户叫做收入总结，然后再将余额专业至留存收
益账户，并且（2）股利账户中的月被计算到留存收益账户。结算过程中减少收入、费用和
股息账户余额为零,所以他们准备去得到的数据为下一个会计期间。会计师可以在每月或每年
履行结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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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汇总账户是仅仅在会计期间的最后阶段才使用的清空的账户它是用来总结这个会计期间
的收入和费用的。在将所有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转移至损益总表后，损益汇总账户的余额
代表这个时期的纯收入或纯损失。在收入的总结表中结算或转移收入汇总账户余额留存收益
账户的结果在一个零平衡,。

结算了末端的会计期间现金股利账户是含分红宣布,由董事会对股东。我们关闭股利账户直接
向留存收益账户,而不是因为股息收入总结没有影响期间的收入或损失。

在会计上,我们经常把结算过程称作结算记载。请记住只有收入、费用和股利账户是结算了
的，而资产、负债、资本股票,或者留存收益账户不是关闭的。在这四个基本步骤结算过程:

• 结算收入账户—在收入转移的余额账户开设结算账户称为收入的总结。
• 结算费用账户—转移费用账户结余的开设结算账户称为收入的总结。
• 结算收入汇总账户—将收入汇总账户中的余额转移到留存收益账户。
• 结算股利账户—将股利账户的余额转移到留存收益账户。

收入出现在工作底稿中损益报表的借方栏中。在MicroTrain公司的利润表借方栏中的两个收
入账户是服务收入13,200美元和利息收入600美元(圖表 4.2)。因为收入账户有贷方余额,你
必须借记他们对该公司的总额等于平衡性,他们给你以零平衡。当你付款服务收入和利息收
入、信用收入简介(600号账户)。在进入账户号码时参考栏的竞标记帐已张贴到分类账。对
所有其他闭结算记帐分录这样做。

将损益表借方的收入账户结转到收益汇总账户.

在结算分录公布后,MicroTrain的服务收入和利息收入账户(在t型账户的格式)如下。需要注意
的是,现在的账户余额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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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先前的条目,你会收益汇总账户信用为美元13800。我们展现了收入账户在第3步中总
结。

费用出现在损益表借记栏对应的工作报告。公司拥有8个费用MicroTrain利润表借记栏。如
图所示栏目小结,这些费用加起来6,510美元。自从费用账户有借方余额,信用每个账户带它去
一个零平衡。然后,使借方在结帐分录的收入占6,510总结美元。因此,为了关闭费用账
户,MicroTrain作如下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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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总结中借记账户的6,510 美元与在工作表中利润借记栏相对应。与工作底稿的这个比较
当做对已公布并结算的所有的收入和费用项目的一个检查。如果之前的借方条目是被写成了
一个与栏目小结不同的数字，那么公司可能会有一个在费用结帐分录的错误。

在它们被结算后，MicroTrain公司的开支账目显示如下。注意每个账户在结算后都有一个零
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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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账户的结算可以在收入账户的结算之前完成，结果都是一样的。

4、完成会计循环

由于MicroTrain收入和费用的结算，总收入和支出已被转移至收入汇总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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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Train的现在的收入总结账户有贷方余额7,290美元,这是该公司12月的净收入。

下一步,将MicroTrain账户的收入总结结算至其留存收益账户。在日记帐上这样记帐：

将收益汇总账户结转到留存收益表

在他的收入总结账户结算后，公司的收入总结和留存收益账户出现如下:

最后结算的分录是MicroTrain的股息账户。该账户在结算前有借方余额。为了结算账户，在
贷方记录股利账户并在借方记录留存收益账户。股利分配账户不用结算至收入总帐，因为它
不是支出也不用录入收入决定。结算MicroTrain的股利账户的日记账条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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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完成了结算过程后,总账中唯一还没有结算的账户是永久资产负债表项目。因为这些账户
包含了随后会计期间中的期初余额，借方余额总额必须与贷方余额总额相等。结算后的工作
底稿的编写作为一个对结算过程准确性的检查，并保证了账簿在新的会计期间内是平衡的。
结算后的工作底稿与调整后的工作底稿只在两个重要方面是不同的：（1）它不包括全部临
时性账户，由于他们已经被结算了；（2）它将留存收益账户更新至它合适的期末余额。

一个结算后的工作底稿是一个在结算分录被公布后制作的工作底稿。只有资产、负债、资本
存量、留存收益账户是公开的。在借方和贷方栏目中列出所有账户余额并且将它们加总以使
得借方和贷方账户相等。

看圖表 4.6，这是一个MicroTrain公司2010年12月的结算后工作底稿。在结算后工作底稿中
的数额是在结算分录被公布后从总帐中获得的。

在下一章节简要地介绍会计制度的演变,从你一直在学习的“一笔业务一个日记账”系统到电算
化系统。然后,我们讨论一个企业的会计系统的作用。

会计视角：技术应用
如果你在美国学习,你可能想要访问的美国研究所注册会计师会计师的网站:

http://www.aicpa.org

你 会发现信息,要成为一位会计师考试的注册会计师、热会计的主题,并且其他

各式各样的话题,如美国的州通过了一个需要150小时学习才能通过的注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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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CPA)考试。你也可以通过诸如一些州已经批准的有限责任公司(LLCs)和有

限责任合伙(LLPs)来学习。这些形式的组织服务限制会计师的责任。你 也可以

找到他们的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会计学的州委员会、国家与社会的会计师事

务所。在这个网站上四处浏览一下，以探索一些其他感兴趣的事情。类似的网

站 在其他国家是可得到的。

4.5 会计系统：从手工到电算化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手工会计系统只以一个普通日记账和一个总账来完成，这已经被使用了几百年,至今仍然是用
一些非常小的公司在使用。逐渐地,一些手工会计系统进化到包括多样的期刊和分类帐增加效
率。例如,手工系统中,与多个期刊和分类帐。通常包括:销售日记账来记录所有的赊购、进货
日记账来记录所有的信用消费,现金日记账中记录所有的现金收据、和现金支付日记账来记录
所有的现金支付。还是写在不断调整和关闭普通日记账条目和任何其他的参赛作品那些不符
合任何一种特种日记账。除了总账,这样一个系统在正常的情况下有子公司总账应收账款及应
付账款，可以显示每个客户欠款数额以及该公司对每一个供货商的欠款数额。总分类账显示
了总量的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但在分类帐上的具体细节使公司可以给客户和供货商发送账
单。

在手工会计系统中的另一种创新是“one write”或pegboard系统。通过在pegboard中创造一
种文档并在文档下调整其它的记录,企业可以更有效率得记录交易。这些系统允许在每一个现
金支付日记账中书写一个检查以及对同时记录进行检查。尽管其中的一些系统仍然在用今天,
但计算机使它们过时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司也使用记帐机器来补充手工会计系统。这些机器记录如销售上反复
出现的交易账户。他们在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账户中公布交易并计算的新平衡。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发展,记账机器成为过时了。他们非常昂贵的,并且电脑能轻松胜过他们。在20世纪
50年代中期,大公司开始利用电脑主机。在早期的会计应用工资、应收帐款、应付帐款、存
货。几年之内,程序存在的各个阶段,会计,包括制造过程和完全融合的基础上其他会计程序总
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型和中型公司继续运营下去,要么是用手工会计系统中,租来的
时间在另一个公司的计算机,或雇了一个服务署执行一些会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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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6 关账试算平衡表

会计视角：商业视角
想象一个公司与一个应收帐款总分类账户和一个应付帐款账户在它的没有总帐

和应收款明细分类账或应付帐款子公司分类账。这家公司 将如何知道向谁寄账

单和在什么数额吗?同样的,将员工知道哪些供应商写支票和在什么数额吗?该子

公司记录是必要的,要么,在纸上或在一个计算机文件。

这说明了在总分类账和子公司的分类帐也许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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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账上的有一笔销售给约翰·琼斯的交易时,借方要同时在统制账户、应收账款、

总分类账和子公司的账户中记录约翰·琼斯，在次级应收账款分类账。同样地,当

账户上有一笔来自贝尔公司的购买时,贷方要同时在统制账户、应付帐款、一般

分类账和子公司的账户上记录贝尔公司附属的应付账款分类账。在一天结束的

会计期 间,余额在每一种控制账户于总帐上都必须同意合计账目的在他们各自的

子公司的分类帐如上所示。某公司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分类帐账户在他们的子公

司,它显示了 细节不是由控制账户来提供的。

更为广阔的视角：长期技能
就这样决定了:你（特雷西）已经选择了通过加入一个国际会计师事务来开启你

的职业生涯。但是你会情不自禁的想知道在公共会计方面，你是否有同时具有

短期和长期成功的合适的技能。

同时大多数学生明白,在公共会计中会计知识、组织管理能力和人际关系技能是

成功的关键。但重要的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意识到在的公众会计职业生涯中不

同技能强调了不同的重点。

让我们了解下每个等级所需要的职责和技能棗会计员(1-2年),高级会计师(3-4

年),经理/高级经理(5-11年)和合伙人(11年以上)。

会计员棗热情的初学者

让 我们一起随特雷西看看她是如何从会计员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在开始时,

她做每次审计时都要在高级会计师的监督下完成，高级会计师负责完成审计并

给她分配 任务。她的工作职责包括记载她曾写过的论文、互动、文书任务客户

会计人员和讨论问题产生的比她年长。特蕾西将在不同的审计工作期间,她在第

一年中,学习事 务所的审计方法。她将被分配到各行业和会计系统。

员工水平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是:(1)积极的态度(2)能够快速学习并适应不熟悉

的局面。

高级会计师棗组织者、导师

作 为一个高级会计师,特雷西将负责本年度日常管理的几个审计项目。她将计

划,审计,审计监督的性能测试和直接过渡年终田间劳动。她还会多做最后的总结

工作, 例如:拟备检查单、书面审查或起草管理的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在

这个过程中,特雷西会花大量的时间指导和监督会计人员。

高级会计人员的两件最重要的技巧是:(1)组织能力和控制审计(2)能教导的会计

人员如何审核。

经理/高级经理棗总经理、销售员

在 升任经理后，特蕾西开始转变,从审计师到执行官。她将管理不同审计,成为

活跃在帐单的客户服务,并且为谈判审计费用。她会处理许多重要客户会议闭幕

会议 上。特蕾西也将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公司的行政事务。最后,她的客户服务外

及行政工作,特蕾西就计算在很大程度上对她的社区参与和能力来协助伙伴在生

成新业务 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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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水平所需要的能力是(1)一般管理能力和(2)销售和沟通能力。

合伙人、领导人、专家

作 为该公司的合伙人,特蕾西将有许多广泛的职责。她将参加高水平的客户服务

活动、业务发展、招募、战略规划、办公管理和咨询服务。除了作为合作伙伴

在几个审 核订婚,她将有最终负责优质的服务提供给每一个她的客户。虽然某些

工业或行政职能将成为她的专业,她通常会被要求执行各种各样的审计及行政工

作当其他伙伴 调度的冲突。她要为她工作的人树立一个积极的例子,负责给其他

人培训她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

在合伙人的级别，需要的是 领导能力及在特定行业或行政职能中成为一个专家

的能力。与此同时那些计划在一个公共会计方向求职的人应该做的更多,不仅仅

是学会计。为了加强所需的技巧， 需要商业上的广泛的教育背景以及非商业课

程学习，并要参与课外活动,促进领导能力及沟通技巧。开始培养长期成功的技

能是永远都不算晚的。

来源：Dana R. Hermanson and Heather M. Hermanson, New
Accountant, January 1990, pp.24-26, . 1990, New DuBois Corporation.

1976年个人电脑(PC)的发展以及10年后电脑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中小型企业的会计制
度。计算机会计软件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私人电脑的能力都与日俱增。很快中小型企业已经在
电脑上拥有了全部会计功能。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脑和会计软件包的费用都有显著的减
少，会计软件包变的越来越为客户着想，并且电脑的读写能力也快速增长，以至于很多小型
商人也都从手工会计转向了会计计算机化。然而，有些小企业主仍采用手工系统,因为他们都
很熟悉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且这些仍然使用手工系统的人也许没有接受过电脑学习。

你在这开始的四章描述中已经对基本的手工会计系统有所了解，这些了解可以让你更好的熟
悉会计电算化系统。计算机可以自动执行一些步骤、会计循环,比如将日记帐分录记录到分类
账中,结算账单,并编写财务报表。然而,如果你理解所有的步骤,你将更容易得了解到如何在做
决定时使用结果数据。

会计视角：技术影响
最近的一项调查的结果，1400名首席财务官(cfo)表明,将来的会计专业人员将

被要求消除技术和商业之间的差距。随着会计一体化和信息系统的发展，技术

专家将携手商业知识。

就像圖表 4.7展示的一样,一个企业的会计系统是一套记录、程序和用于履行会计职能的设
备。手动系统包括在纸上的期刊和分类帐。计算机会计系统包括会计软件、电脑文件,电脑周
边设备,打印机等相关的设备。

无论哪些系统，其会计功能特点包括:(1)检测,并观察、鉴定;(2)经济事件记录、分类、汇总测
量;(3)报告经济事件和解释财务报表。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用户的信息需求。他们告诉会计师
会计系统使得公司的会计人员提供有关的会计信息,以满足这些需求。作为内部和外部使用者
做出经济活动,这个周期的信息,决策和经济活动将再一次开始。

前四章主要聚焦在你如何去使用的一个会计系统来编制财务报表。然而,我们也讨论如何使用
这些信息在制定决策。后面的章节也显示如何准备信息,以及如何信息帮助用户做明智的决

183



定。我们并没有消除编写方面,因为我们相信消息最灵通的用户是那些也理解信息是如何编写
的人。这些用户不仅了解信息的不足而且了解它对于决策制定的关联性。

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和阐明分类的资产负债表,这对在分析财务状况的公司。一个典型的分析
例子是流动比率和它对于一个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的分析作用。

圖表 4.7 一个企业的会计系统的作用

会计视角：科技的用途
会计软件包是典型的菜单驱动并被组织进模块，例如总账、应付帐款、应收帐

款、发票、库存、工资、固定资产、作业成本、购货订单。举例来说,普通日记

账分录 是在总帐模块中完成的,该模块包含了所有的公司的帐目。应付款模块记

录所有交易涉及赊账购买从供应商和付给那些供应商。应收账款模块记录了所

有赊购的客户 和赊购数量。

4.6 一个分类资产负债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到目前为止我们展示的资产负债表一直是没有分类的资产负债表。圖表 4.5所示,一个未分类
的资产负债表有三大类: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一个分类资产负债表包含相同的三种主要类
型并对其进行细分,这样能够为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更好的解释和分析数据提供有用的信息。

圖表 4.8显示出家得宝有限公司和其子公司的一种稍微修改分类的资产负债表。 1值得注意的
是家得宝是按照垂直的格式对资产负债表进行分类的（资产出现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上
面），和水平格式不同（资产栏在左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栏在右边），这两种格式都可
以。

家得宝的分类资产负债表进行了细分,其资产负债表的两个三大类。家得宝细分,成为当前的
资产,其资产、长期投资物业及设备,长期的应收帐款,无形资产的成本超过(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获得),和其他资产。该公司进行了细分,其负债成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包括递延所得税)。稍

1. 家得宝（Home Depot）公司成立于1978年,是美国最大的家居建材零售商并跻身于全美规模最大的零售商排行前30。该公司有
1000多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仓储式商店。他们的主要客户群体是DIY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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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章节描述少数股份。股东权益是一样的一个分类资产负债表成为未分类的资产负债表。
后面的章节描述进一步细分的股东权益的部分。

我们讨论了单个项目分类资产负债表以后在文本。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简要描述每个项
目，让它们可以列在每个分类下。其中的一些项目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家得宝的资产负债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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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8 合并资产负债表

流动资产是指现金和在商业中可以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转换为现金或使用的其他资产，在一年
和一个营业周期内，无论哪一个时间更长。一个营业周期所需的时间是开始用现金，购买所
需的物品产生的收入（如材料，供应，劳动力和/或成品），销售服务或商品，并获得通过
筹资得到的现金收款。在服务行业和销售行业的公司一般经营周期都短于一年。在一些制造
行业，也有一些公司经营周期长于一年，如蒸馏和木材。然而，由于大多数经营周期短于一
年，一年期通常是确定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的。在服务企业中的共同流动资产包括现金，有
价证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利息，及预付费用。请注意，在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
产是按照转换为现金的容易程度来排序的，从流动性最好的到流动性最差的。

现金包括资产负债表中用于本期营业的银行存款以及手上的现金，未支取的支票、汇票和邮
政汇票。在资产负债表中现金是排在流动资产中的首位的。现金这个术语通常包括现金等价
物。

现金等价物是高流动性、短期的暂时闲置资金，并且能够轻松计量数额。例如国库券，到期
日在90日内的短期票据，存款证，货币市场基金。

有价证券是一种短期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如股票、公司债券和其他短期投资。这种投资不
作为现金等价物。这些投资是为赚取现金，虽目前并不需要，但可能会在一年内需要。

应收账款（也称为商业应收账款）是指被拖欠的客户款项。应收账款的来源于一个公司通过
信用进行服务或销售商品。客户除了他们签名的书面证据通常不提供销售发票或交付债务票
据。注意家得宝的资产负债表（圖表 4.8）中这个科目的净值。这个科目暗示了一些它可能
不能收回的款项。在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金额为个人账户应收款从明细账或文件中显示
客户的总和。

库存商品是指正在待售的商品。第六章开始讨论我们的库存商品。

应收票据是指无条件的书面的在对方要求的或者指定的日期支付拖欠货款的承诺，通常在指
定的利息率（钱使用的费用）下。当应收票据交付给公司时，应收票据就应当出现在公司的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产生的情况：（1）当公司是在销售和接收来自客户的一份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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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2）当客户提出了对应收账款的款项的说明；（3）当公司提供贷款资金和接收作为
回报说明时。第9章将详细进行讨论。

其他流动资产可能包括应收利息及预付费用。应收利息是指当一个公司已经得到但没有放在
资产负债表的。通常情况下，款项以后才到期。预付费用包括租金，保险，及已支付但尚未
实现由此费用带来的好处。如果待摊费用尚未提前支付，他们将要求未来现金支付。此外，
预付费用被认为是资产，因为他们有服务的潜力。

长期资产是指企业手中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使用的资产。例如产权，厂房和设备，长期投资和
无形资产。

产权，厂房及设备是指超过一年使用年限的资产，一个公司拥有它们的目的是在业务上使用
它们，而不是为转售它们。（这些资产就是家得宝资产负债表中所谓的产权及设备。）资产
或固定资产，也为物业，厂房及设备。就像同意前面的顺序一样，资产负债表的顺序一般都
列举财产在第一位，厂房随后，设备最后。这些项目都是固定的资产，因为该公司将长期使
用。我们接下来描述财产，厂房和设备的几个类型。

土地是为公司的业务用途，这包括地面上的该公司的商业楼宇，其使用的存储空间或停车空
间。国有土地的投资，不是一个工厂的资产，因为它是一项长期投资。

建筑是该公司使用并进行其业务的建筑物。同样，作为投资的公司建筑物并不属于资产。

办公设备包括电脑，复印机，传真机和电话应答机。

租赁物是当由租赁产生的利润预计将持续超越目前的会计期间时，承租人对租赁资产进行的
任何物理改变。一个例子是，承租人对出租房屋进行空间划分。（承租人是有处置和使用资
产权利的人。）

在建工程是指部分完成的商店或其他建筑物，例如家得宝计划完成后所占用的工程。

累计折旧是一种备抵账户，如建筑物，机器和设备折旧的资产。此账户显示的总资产折旧的
折旧考虑。在资产负债表中，公司扣除其相关的资产累计折旧（作为一个备抵资产）。

长期投资：一个长期投资通常包含另一家公司的证券，而持有证券的目的包括（1）获得另
一公司的控制权，（2）确保获得长久的收入来源，（3）建立友好的业务关系。在资产负债
表中长期投资的分类不包括为短期目的购买的证券。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长期投资可能是
其他公司的股票或债券。有时，长期投资包括用于特定目的出租物业，并为未来积累资金使
用的。

无形资产是指非流动的、非货币的、非物质的企业资产。公司必须将无形资产的成本记录在
受益期间所产生的费用上。其中无形资产是由政府机构授予的权利，如专利和版权。其他无
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商誉。

专利是由联邦政府授予权利，它给予发明所有者制造产品或在特殊时间内使用这一程序的权
利。版权是由联邦政府发给版权拥有者的，使其拥有指定出版书面材料在特定时间内的特
权。

土地使用权通常是几年内使用土地的权利。

商誉是一种无形的价值附加到一个企业，由公司每投资一美元所能赚得的比同一行业其他竞
争者所赚取的更多的净收入的能力来证明。优越的产生利润的能力是一个企业的宝贵资源。
一般来说，企业只有在购买时以及愿意为它付出代价时才记录商誉。家得宝已标示其商誉是
“超过其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收购成本”。

累计摊销是一个备抵的无形资产资产账户。此账户是显示总的无形资产摊销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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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是指一年内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到期的负债。流动负债一般需要支付目前的资产的使
用费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流动负债以他们必须支付的先后顺序来排列；必须越早支付的赔
偿责任，将被列示的越靠前。一下举几个流动负债的例子。

应付账款是指因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应付给供应商的金额。应付账款一般在30天或60天
到期不承担利息。在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账款的金额是支付给明细账或文件显示供应商个人
账户的总和。

应付票据是由本公司无条件书面承诺支付并在未来一定日期支付的具体金额。应付票据可产
生于银行借款，资产购买，或支付结算账户。一般来说，只有一年以内到期的应付票据为流
动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是指雇员提供服务所应支付给其的数额。该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中没有支付结
算，因为他们以后才到期。

应交税费是指已从客户中收集，但尚未汇给税务机关的，通常是国家税收。

其他应计开支可能包括从员工中扣缴的税收，所得税支付，利息支付。从员工扣缴的税收，
包括联邦收入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从员工的工资扣缴税款。该公司计划在短期内支
付这些款项向有关政府机构。应付所得税是企业从其收入中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缴纳的税
收。应付利息是该公司已累计票据或债券的利息，但并没有在资产负债表中支付，因为它是
后来才到期。

分红派息或公司已经宣布向股东支付的金额，代表了收入的分配。因为公司没有在资产负债
的填写日期前支付这些已经宣布了的股息，所以他们是一个负债。

预收账款（预收收入）是一个公司提前收到的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收入，如某杂志的订阅
费收入。这些提前获得的收入是指履行约定的服务或其它合同要求，或将资产返还的负债。

公司报告的流动负债包括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其余部分将继续作为长期负债报告。

长期负债是指应付账款和应付债券抵押超过一年到期的负债。公司应显示在所有长期负债到
期日的资产负债表。一般来说，最早到期的负债被列示在了首位。

到期日与结算日不少于一年的应付票据也为长期负债。

应付债券是长期负债，并通过正式印制的财产凭证来证明，如抵押权抵押证明书。资产负债
表中应该体现的所有主要长期负债的到期日。

关于The Home Depot的余额之间的收入所得税费用的会计记录和公司所得税的纳税申报表
的结果差异应付递延所得税。

股东权益显示了业主的商业利益。这种利益相当于增加在业务收入中的金额。

The Home Depot资产负债表下的股东权益项目是实收资本（包括普通股）及保留盈利。实
收资本显示了该公司股东支付业主的投资资本。留存收益显示了该公司累计收入减去以红利
的形式向业主分布的金额后的金额。累积换算调整是由于外币转换成美元（以先进的会计课
程，讨论的话题）。对未实现投资损失在第14章讨论。

下一部分将介绍两个分类资产负债表类别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一起帮助揭示了公司的短期
债务的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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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分析和利用财务数据——流动比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流动比率表明一个公司的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要计算流动比率，是以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
债。例如，圖表 4.8 显示，截至2001 年1 月28 日The Home Depot 目前的流动资产为
7777000000 美元，其流动负债为438500.0万美元。因此，其流动比率为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7,777,000,000/4,385,000,000=1.77:1

The Home Depot1.77:1的流动比率意味着流动资产几乎两倍于目前的流动负债。因为通常
流动负债用流动资产来支付，该公司似乎更容易偿付其短期债务。

在评价一个公司的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你也应该审视当前资产质量。如果他们包括大量的
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和/或过时、滞销库存，即使流动比率为2:1也可能不足以让公司偿还流
动负债。The Home Depot无疑没有这样的问题。

2001年第三季度其他一些公司的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流动比率：

公司名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比率

Wal-Mart
Stores, Inc.

$
32,620,000,000

$32,869,000,000 .99:1

Hewlett-
Packard
Company

15,782,000,000 13,950,000,000 1.13:1

3M
Corporation

6,556,000,000 5,006,000,000 1.31:1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313,050,000,000 168,788,000,000 1.85:1

Johnson &
Johnson

19,079,000,000 7,504,000,000 2.54:1

正如你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出，目前的比例变化很大。一个旧的经验法则是，流动比率至少应
为2:1。但是，完全的流动比率主要有赖于可利用的信用额度，公司获得现金的能力，，以
及该公司在该行业经营性质而定。例如，在航空行业的公司能够产生大量的现金在日常工
作，并可能有能力支付其流动负债，即使他们的流动比率比1:1少。比较同一行业的公司与
其他公司的流动比率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公司都面对同样的经济条件。同行业中最低流动
比率的公司可能无法及时支付其短期债务，除非它可以利用信用额度从银行借用资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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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最高流动比率的公司可能目前手头有太多诸如现金和有价证券，可以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投
资。

接下来的章节描述的假设，概念和原则，将构成会计理论基础的财务会计。因此，会计理论
决定了标准，并应用到财务报表中的财务信息报告程序。

4.7.1 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通过检查源文件分析交易。
• 制作凭证日记账。
• 将凭证记入各个账户。
• 准备一份会计报表平衡，并完成工作底稿。
• 编制财务报表。
• 编制和调整分录。
• 结账。
• 编制结账试算平衡表。
• 工作底稿是一张会计师总结调整和关闭账目所需信息，并编制财务报表资料的工作稿。
• 工作底稿的格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工作底稿中列有12个栏来说明——两个工作底稿，

调整，调整后工作底稿，损益表，留存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
• 准备利润表的信息是在利润表的工作底稿中。期内净收入是需要在利润表的工作底稿中

平衡的数额。
• 需要准备的保留盈余表的资料是保留盈余的工作表列的声明。期末余额留存盈利是结转

至资产负债表。
• 编制资产负债表所需的信息是在资产负债表的工作底稿中列示。
• 正如第三章解释，调整分录是编制财务报表前将账户达到平衡所必要的。关闭账户对于

减少收入，费用的余额，和红利账户为零是必要的，因此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下一个会
计期间的数额。

• 收入账户通过借记他们并计入收益汇总账户来结转。
• 费用账户通过贷记他们并借记到收益汇总账户来结转。
• 收益汇总账户的余额表示本期的净收入或净亏损。
• 要关闭收入汇总账户，余额转入留存收益账户。
• 要关闭的红利账户，余额转入留存收益账户。
• 只有资产负债表上的科目才有余额，并出现在试算平衡表中。
• 所有收入，支出和红利账户余额是零，不会出现在工作底稿中。
• 手动系统和电脑系统执行相同的会计职能。
• 会计的电算化系统甚至鼓励小企业转换到计算机系统。
• 一个细分分类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上的主要类别。例如，一个分类资产负债表资产细

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物业，厂房和设备以及无形资产。它细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
负债的负债。后面的章节中显示的股东权益部分多个账户，但分支机构基本保持不变。

• 流动比率提供了一些短期债务支付能力的公司标志。
• 要计算流动比率，用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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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示范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这个问题涉及截至2010年7月31日，Green Hills Riding Stable, Incorporated 利用工作底
稿，并执行关闭的进程。截至2010年7月31日，Green Hills Riding Stable, Incorporated公
司的试算平衡表情况如下：

折旧费用是每月200美元。 7月31日应付工资300美元。

a. 准备一个截至2010年7月31日的12栏式的工作底稿。

b. 调整分录。

c. 结账。

4.7.2.1 示范问题的解答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a. 看下面的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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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1. 要记录七月的建筑折旧
2. 要记录累计300元的工资。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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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循环是分析，记录，分类，汇总和利用有用的财务信息报告编制财务报表的系列步骤循
环。这些步骤包括通过检查源文件分析交易。制作凭证日记账。将凭证记入各个账户。准备
一份会计报表平衡，并完成工作底稿。编制财务报表。编制和调整分录。结账。编制结账试
算平衡表。

会计系统是记录和程序，并用于执行会计职能的。

应付账款是通过信用所欠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应支付的款项。

应收账款是通过信用向客户出售商品、提供服务而应收取的款项。

累计摊销是无形资产的一个备抵账户。

累计折旧是一个备抵账户，如建筑物，机器和设备等资产的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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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债券是通过正是印证的有时是通过对财产的抵押担保证明在一定的日期支付一定金额的
书面承诺。

建筑物是用来开展业务的建筑。

现金包括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在银行可利用的资金以及库存现金，包括流动的未支取的支票，
汇票，和汇票。现金是流动资产首次出现在资产负债表。这个词通常包括现金等价物。

现金等价物是高流动性，短期的暂时闲置资金。

分类资产负债表细分三大类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
多的信息。资产可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物业，厂房和设备以及无形资产。负债可分为
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关闭过程是将收入和支出账户的余额结转到收益汇总账户，然后结转到留存收益账户。在股
利账户余额也转移到留存收益账户。

在建工程是指部分完成的商店或其他建筑物，以及公司计划完成时占用的。

版权是使其拥有指定出版书面材料特定时间的特权。

流动资产是指现金和在商业中可以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转换为现金或使用的其他资产，无论一
年和一个营业周期比起来那个较长。

流动负债是指负债一年内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到期。流动负债一般需要支付目前的资产的使用
费用。

流动比率的计算是用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应付股利是声明支付给股东的，并代表了收入分配。

商誉是一种无形的价值附加到一个企业，由有能力赚取更大的净收入每美元的投资比竞争对
手在同行业中获得证明。

收益汇总账户是用于在一个会计期间结束时只总结期间的收入和开支的结算账户。

应付所得税是公司基于其收入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缴纳的。

无形资产是一个企业非流动，非货币性，非物质的资产。

应付利息是该公司已累计票据或债券的利息，但并没有在资产负债表日支付，因为它是后来
才到期。

应收利息是利息所得，但一直没有在结算日收取。

土地是为公司的业务用途，这包括地面上的该公司的商业楼宇，其使用的存储空间或停车空
间。

租赁资产的改良是当这些优势预计将持续超出目前的会计期间，由承租人对租赁财产所作的
任何物理改

变。

土地使用权是出租土地的使用权利。

长期资产是指在企业手中并在相对长的时间使用。例如产权，厂房和设备，长期投资和无形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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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通常是与另一家公司达成意向（1）获得另一公司的控制，（2）保护了投资者的永
久收入来源，或（3）建立友好的业务关系。

长期负债是如应付账款和应付债券抵押超过一年到期的负债。

有价证券投资，公司临时使闲置赚取现金回报。

库存商品是待售的货物。

票据是当另一方要求或在某一特定日期支付拖欠金额的一个无条件的书面承诺。

应付票据由公司无条件的书面支付承诺在未来一定日期支付的具体金额。

办公设备包括电脑，复印机，传真机和电话应答机。

办公家具包括文件柜，办公桌，椅子和书架。

一个营业周期所需的时间是开始用现金，购买所需的物品产生的收入（如材料，供应，劳动
力和/或成品），销售服务或商品，并获得通过筹资得到的现金收款。

实收资本显示公司股东支付的投资资本。

专利是由联邦政府授予权利，它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发明制造的产品或使用特定时间的进程所
有者。

结账试算平衡表是结账后进行编制的。

待摊费用是等待分配的费用。如租金，保险项目，并已支付而尚未实现（或消费）其所带来
的好处。待摊费用归类为流动资产。

产权，厂房及设备是指超过一年使用年限的资产，一个公司拥有的目的是在业务上使用而不
是为转售它们。也称为资产或固定资产。

留存收益显示了该公司累计收入减去以红利的形式向业主分布的金额后的金额。

应付职工薪酬是指雇员提供服务应支付给其的数额。

应交税费是指已从客户中收集，但尚未汇给税务机关，通常是国家税收。

股东权益显示业主的商业利益（股权）。

从员工扣缴税款事项，如联邦收入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从员工的工资中扣缴税款。

未分类的资产负债表显示的主要有三大类：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

预收账款（预收收入）是一个公司提前收到的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收入。

工作底稿是一张会计师总结调整和关闭账目所需信息，并编制财务报表资料的工作稿。 *以
上的一些定义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介绍过了，但是为了方便就列示在这里了。

4.7.4 自测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说明是否有下列每个陈述是真还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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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会计期间结束时，编制好三个试算平衡表。
2. 在调整列的数额总是添加到工作底稿列中，以确定在经调整后工作底稿列的数额。
3. 如果出现净亏损，它出现在损益表贷方和留存收益表的借方。
4. 在结账完成后，没有余额可以存在于任何收入，费用，股息或收益汇总账户。
5. 结账试算平衡表可能包含收入和支出帐目。
6. 目前所有会计系统都电脑化。

多项选择题

选择适用于以下每个问题最好的答案。

1. 以下账目不需要在工作底稿调整的？
a. 库存现金
b. 房地产
c. 预付租金
d. 递延费用

2. 如果资产负债表不均衡，错误是最有可能存在于:
a. 普通日记账
b. 总账
c. 工作表的最后六列
d. 工作表的前六列

3. 下列除了哪一项会全部计入本期的净利润中？
a. 损益表的工作底稿借记列
b. 留存收益表的工作底稿信贷列
c. 留存收益表
d. 资产负债表

4. 以下哪项陈述是虚假的关于关闭的进程？
a. 股利账户结转到收益汇总账户
b. 将费用结转到收益汇总账户的借方
c. 将收入结转到收益汇总账户的贷方
d. 收益汇总账户被结转到留存收益账户

5. 下列有关分类资产负债表，哪项陈述是真实的？
a. 流动资产包括现金，应收账款和设备
b. 厂房，房地产和设备是一种长期资产
c. 流动负债包括应付帐款，应付工资，及应收票据
d. 股东权益被细分为当前和长远的类别

现在来看看在这一章的结尾“答案自我测试”来检查你的答案

4.7.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在会计循环中哪一个阶段是工作底稿通常编制的？
• 为什么调整前和结账后提交编制的财务报表？
• 描述为其准备工作底稿的目的。你接管了为一个小企业管理会计账簿作为兼职工作。在

第一个会计期间结束时，你已经通过正确的分类帐及试算平衡表部分完成了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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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问经理：“哪些额外信息是我可以用来调整分录的？”这位经理表示没有这样的信息。
（在所有的文字你做的问题，你一直得到这一信息。）你如何获取此实际生活情况的信
息？在会计期末没有进行要求的调整的后果是什么？

• 如何确定工作底稿中试算平衡表调整的数额？
• 用于桥梁公司工作表显示了40,000美元的净收益。以下四个调整被忽略了：

◦ 订阅费收入，1200美元。

• 设备折旧，4,000美元。
• 折旧建筑，1万美元。
• 薪金利息，美元3000元。什么是正确的净收入？
• 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的累积数额，结转到损益表中，结转到留存收益表中，结账到资产

负债表中？
• 如何编制留存收益表？
• 关账的目的是什么？关闭账目不涉及哪些科目？
• 一个公司净额为50,000美元年收入。净收入将出现在工作底稿的哪一列？
• 不记录、调整和关闭账目而编制月度财务报表是否可能？怎么做？
• 结账试算平衡表的目的是什么？
• 描述手工会计系统已经发展的一些方法。
• 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计算机会计系统？
• 定义会计制度。
• 如何区分分类资产负债表和不分类的资产负债表？
• 真实世界的问题请参照“更宽广的视野：为长期技巧”来回答下列问题的真假：

◦ 一样的技能需要在会计师事务所中的每一个层面。

• 在会计人员中最重要的两个技能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和快速学习的能力，同时适应陌生的
情况。

• 高级会计师除了需要技术技能还需要管理技能。
• 合作伙伴越来越多地涉及技术问题却越来越少与人互动。
• 真实世界的问题在谈到文字的年度报告的附录，识别分类（或类别）有限公司所使用的

资产负债表的资产。
• 真实世界的问题在谈到文字的年度报告的附录，识别分类（或类别）有限公司所使用的

资产负债表负债。

4.7.6 练习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列出会计循环的步骤。请问如果缺失了任何一个步骤系统仍能工作么？

练习B 工作底稿中有三个重要的表格为试算平衡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判断下面科目将
出现在哪些表中，并判断出现在借方还是贷方。 （例如，现金将出现在工作底稿和资产负债
表列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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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C 假设留存收益期初余额为84,000美元，年净收入为美元3.600万。说明这些如何会出
现在工作底稿中的留存收益表及资产负债表上。

练习D 在前面的练习中，如果留存收益账户借方余额年初为216,000美元的并且全年净亏损
192,000美元，那么在工作底稿中如何处理。

练习E 达蒙戴维斯正准备为Drano管道公司制作工作底稿。他计算出纯收入为50,000美元。
当他累计资产负债表时，列表借方合计为40万美元;以及贷方合计30万美元。什么是这种差
异的可能原因？如果这不是原因，他应该怎样做才能找到错误？

练习F 打印机维修公司在2010年12月31日的试算平衡表，包含以下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账户
余额，以有利于你正确地列示工作底稿。

打印机维修公司

试算平衡表账户余额

2010年12月31日

应付账款 $41,000

应收账款 92,000

累计折旧——建筑物 25,000

累计折旧——设备 9,000

建筑物 140,000

有价证券 65,000

现金 60,000

设备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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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保险费用 3,600

留存收益，2010年1月1日 4,800

工资费用 96,000

服务收入 290,000

库存商品 4,000

公共事业费用 3,200

利用这些账户余额和下列附加信息，为打印机维修公司制作工作表。用常用的顺序排列这些
账户。

• 库存商品在2010年12月31日，有一个2400美元的费用。
• 预付保险费用的余额，代表了一个为期两年的保险覆盖了从2010年1月1日到2011年12

月31日的投保。
• 资产的折旧年限，建筑物估计为40年和设备为20年。预计无残值。

练习G Texban公司在2010年1月1日，在留存收益余额为90,000美元。对于2010年，纯收入
为50,000美元和股息宣派及支付为24,000美元。编制一个年度的留存收益表，截至2010年
12月31日。

练习H 鲁维诺公司公布的本年度净收入为10万美元。对工作底稿和支持数据的审查表明，忽
略了以下项目：

• 12月31日应计薪金是6,000美元。
• 在7月1日购入设备的折旧总额为4,000美元。

根据这些资料，（一）在12月31日应该怎样调整分录，及（b）什么是正确的净收入？

练习I 请参阅打印机维修公司练习题的工作底稿。准备调整和关闭日记账目。

练习J 在2010年12月31日的工作底稿中损益表的总计，借记为，50万美元;以及贷记为，90
万美元。在T -账户中，显示收益汇总账户的记录如何调整作为结果出现在关闭账户中。

练习K 调整后， Cold Stream Campground这些被选择的账户余额为：

借方 贷方

留存收益 $540,000.00

租金收入 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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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费用 $336,000.00

减值费用——建筑物 64000

公共事业费用 208000

分红 32000

在T -账户格式，显示如何调整日记账。 （你不需要列示关闭后的日记账。）在这样做之
前，关注这些账户余额。重点关注编号为（1），编号为（2），等等的条目。

练习L 以下是Liu公司截至2010年12月31日出现在工作底稿的损益表中的账户结余：

会计科目 损益表

借方 贷方

服务性收入 330,000

广告费用 1,350

工资费用 130,000

公共事业费用 2,250

投保费用 900

租金费用 6,750

维修费用 2,250

折旧费用——设备 4,500

利息费用 562

利息收入 1,125

148,552 3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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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收入 182,553

331,125 331,125

编制结转关闭的账户。

练习M 下列哪些账户有可能出现在对布莱克公司的试算平衡表中？

• 应收账款
• 现金收入
• 服务收入
• 建筑
• 工资费用
• 有价证券
• 股息
• 应付账款
• 收益汇总
• 预收收入

练习N 正确使用这些说明，确定你把这些条目分别放到哪个类别（编号）下。

条目 说明

a. 土地。 1. 流动资产。

b. 市场有价证券。 2. 长期投资。

c. 三年内的应付票据。 3. 所有权、房地产，和设备。

e. 从员工处扣缴的税款。 4. 无形资产。

d. 专利。 5. 流动负债。

f. 留存收益。 6. 长期负债。

g. 预收费用。 7. 所有者权益。

h. 长期股权投资（20年投资）。

i. 六年到期的应收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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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累计折旧。

练习O 以下数据是从2001年的宝洁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年度报告中获取的。这家公司在140
多个世界各地的国家的洗衣，打扫卫生，造纸，美容护理，保健，食品和饮料产品方面有广
泛的市场。领先的品牌包括碧浪，佳洁士，帮宝适，潘婷，克里斯科，维克斯。一下数额以
百万美元计算。

6月30日

2001 2000

流动资产 $10,889 $10,146

流动负债 9,846 10,141

计算这两年的流动比率。评论这趋势是否是有利或不利的。

4.7.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以下是Jasper Appliance Repair公司调整后的工作底稿：

JASPER APPLIANCE REPAIR COMPANY

调整后试算平衡表

2010年6月30日

借方 贷方

现金 $63,000

应收账款 42,000

卡车 110,000

累计折旧——卡车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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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10,800

应付票据 20,000

股本 50,000

留存收益，2009年7月1日 5,500

股息 10,000

服务收入 230,000

租金费用 12,000

广告费用 5,000

工资费用 90,000

维修费用 1,500

保险费用 1,200

折旧费用——卡车 10,000

利息费用 1,000

其他费用 600

$346,300 $346,300

准备在2010年6月30日财政半年度结束时关账。

问题B 对于丹佛建筑师公司，调整工作底稿如下：

DENVER ARCHITECTS, INC.

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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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 贷方

现金 $90,000

应收账款 20,000

应收利息 200

应收票据 4,000

预付保险 960

预付租金 2,400

库存商品 600

设备 60,000

累计折旧——设备 $12,500

建筑物 140,000

累计折旧——建筑物 15,000

土地 56,240

应付账款 60,000

应付票据 10,000

应付利息 750

应付利息 7,000

股本 100,000

留存收益，2010年1月1日 20,200

股息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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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收入 360,000

投保费用 1,920

租金费用 9,600

广告费用 1,200

折旧费用——设备 2,500

折旧费用——建筑物 3,000

维修费用 2,280

工资费用 150,000

利息费用 750

利息收入 200

$585,650 $585,650

a. 编制损益表。

b. 编制留存收益表

c. 编制一个分类资产负债表

d. 关账

e. 假设你必须记录调整到总账上，那么列示出关闭过程的试算平衡表

问题C 下面的工作底稿和其他数据来自于Sure Sale Reality公司：

SURE SALE REALTY COMPANY

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借方 贷方

现金 $6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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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117,120

预付租金 46,080

设备 173,760

累计折旧——设备 $21,120

应付账款 62,400

股本 96,000

留存收益，2010年1月1日 49,920

股息 46,080

佣金收入 653,200

工资费用 321,600

差旅费用 96,480

其他费用 18,720

$882,640 $882,640

预付租金是2010年7月1日到2011年6月30日。

该设备有10年没有残值的预期寿命。

预提工资是11,520美元。

12月31日确认未偿付的差旅费用是17,280美。

a. 准备一个截至2010年12月31日12栏式的该年的工作表。你不必包括账户代码或调整的解
释.

b. 准备调整分录

c. 关账

问题D 下面的工作底稿和其他数据是南海旅游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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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SEA TOURS, INC.

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借方 贷方

现金 $109,050

应收账款 133,750

预付保险 4,350

预付广告 18,000

应收票据 11,250

土地 90,000

建筑物 165,000

累计折旧——建筑物 $49,500

办公设备 83,400

累计折旧——办公设备 16,680

应付账款 56,850

应付票据 75,000

股本 240,000

留存收益，2010年1月1日 47,820

股息 30,000

服务收入 36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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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费用 96,000

差旅费用 111,000

利息收入 600

利息费用 3,000

$854,800 $854,800

公司一贯遵循的最初借记所有预付款项资产账户的政策。

这些建筑有50年没有残值的预期寿命。

办公设备有10年没有残值的预期寿命。

应收票据应计利息450美元。

应付票据的应计利息1000美元。

预提工资是2,100美元。

期满的预付保险是3,750美元。

期满的预付广告是16500美元

a. 编制一个截止到本年度12月31日的12栏式的工作底稿。你不需要包括账户代码。简要地
解释在工作表底部的调整数，就像表20做得一样。

b. 编制要求的结转条目。

问题E 以下是Florida Time-Share 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的试算平衡表和额外的数
据：

FLORIDA TIME-SHAR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借方 贷方

现金 $424,000

预付租金 28,800

预付保险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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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商品 2,400

办公设备 24,000

累计折旧——办公设备 $5,760

汽车 64,000

累计折旧——汽车 16,000

应付账款 2,880

预收管理费用 12,480

股本 360,000

留存收益，2010年1月1日 120,640

股息 28,000

佣金收入 260,000

经营费用收入 19,200

工资费用 199,840

广告费用 2,400

燃油费用 14,240

其他费用 1,600

$796,960 $796,960

今年的保险费用为3,840美元。

今年的租金费用为19,200美元。

折旧费用中办公设备的为2,880美元；汽车的为12,8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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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应付未付的工资为26,640美元。

截至12月31日库存商品为1,000美元。

预收的管理费用在2010年11月1日收到并记录。这部分费用是公寓管理6个月的费用。

a. 编制一个到2010年12月31日的12栏式的工作底稿。你不需要包括科目代码或者调整额的
解释。

b. 编制一个损益表。

c. 编制一个留存收益比。

d. 编制一个分类的资产负债表。

e. 准备调整和关闭账户。

4.7.8 替代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替代问题A 以下是Dream Home Realty公司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

DREAM HOME REALTY COMPANY

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

2010年6月30日

借方 贷方

现金 $98,000

应收账款 40,000

办公设备 35,000

累计折旧——办公设备 $14,000

汽车 40,000

累计折旧——汽车 20,000

应付账款 63,000

股本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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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收益，2009年7月1日 54,700

股息 5,000

佣金收入 170,000

工资费用 25,000

佣金费用 120,000

燃油费用 4,000

租金费用 14,800

库存费用 1,400

公共事业费用 2,000

折旧费用——办公设备 3,500

折旧费用——汽车 8,000

$396,700 $396,700

在2010年6月30日编制半年的关账分录。

替代问题B 以下是Penrod Insurance Consultants, Inc.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

Penrod Insurance Consultants, Inc.

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借方 贷方

现金 $107,200

应收账款 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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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利息 400

应收票据 20,000

预付保险 2,400

库存商品 1,800

土地 32,000

建筑物 190,000

累计折旧——建筑物 $40,000

办公设备 28,000

累计折旧——办公设备 8,000

应付账款 48,000

应付工资 8,500

应付利息 900

应付票据（到2011） 64,000

股本 120,000

留存收益，2010年1月1日 42,800

股息 40,000

佣金收入 392,520

广告费用 24,000

佣金费用 75,440

差旅费用 1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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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费用——建筑物 8,500

工资费用 98,400

折旧费用——办公设备 2,800

库存费用 3,800

利息费用 3,600

维修费用 1,900

公共事业费用 3,400

利息费用 1,800

利息收入 1,600

$726,320 $726,320

a. 编制损益表。

b. 编制留存收益表

c. 编制一个分类资产负债表

d. 关账

e. 假设你必须记录调整到总账上，那么列示出关闭过程的试算平衡表

替代问题C 以下试算平衡表和额外数据来自于Ramon Data Processing Company:

RAMON DATA PROCESSING COMPANY

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借方 贷方

现金 $76,000

应收账款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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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租金 7,200

预付保险 2,400

设备 80,000

累计折旧——设备 $40,000

应付账款 30,000

股本 100,000

留存收益，2010年1月1日 65,600

分红 24,000

服务收入 370,000

租金费用 270,000

差旅费用 36,000

其他费用 12,000

$605,600 $605,600

预付租金为2010年1月1日到2011年12月31日

设备的预期寿命为10年并且无残值

预付保险是从2010年4月1日到2011年3月31日

12月31日确定的应付佣金总共为3，000美元

a. 编制一个到2010年12月31日的12栏式的工作底稿。你不需要包括科目代码或者调整额的
解释。

b. 编制调整分录

c. 关账

替代问题D 以下试算平衡表和额外数据来自于Best-Friend Pet Hospita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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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FRIEND PET HOSPITAL, INC.

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借方 贷方

现金 $16,490

应收账款 54,390

库存商品 900

预付火灾保险 1,800

预付租金 21,600

设备 125,000

累计折旧——设备 $25,000

应付账款 29,550

应付票据 9,000

股本 150,000

留存收益s, 2010年1月1日 20,685

服务收入 179,010

利息费用 225

工资费用 142,200

广告费用 29,250

库存费用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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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 3,705

法定会计费用 13,750

公共事业费用 1,800

$413,245 $413,245

公司一贯遵循的最初借记所有预付款项资产账户的政策。

截至今年年底，火灾保险预付600美元。

到今年年底，库存商品为638美元。

到今年年底，预付租金是2,625美元。

该设备预期使用寿命为10年并预计无残值。

预提工资是2,625美元。

a. 编制一个截止到本年度12月31日的12栏式的工作底稿。你不需要包括账户代码。简要地
解释在工作表底部的调整数，就像表20做得一样。

b. 准备2010年12月31日关账。

替代问题E 以下试算平衡表和额外数据来自于Roswell Interior Decorators, Inc.:

ROSWELL INTERIOR DECORATORS, INC

试算平衡表

2010年12月31日

借方 贷方

现金 $85,400

应付账款 81,600

库存商品 4,000

预付租金 12,240

预付广告费用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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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保险费用 4,400

办公设备 7,600

累计折旧——办公设备 $2,760

办公家具 29,200

累计折旧——办公家具 8,280

应付账款 25,200

应付票据（到2011） 4,000

股本 100,000

留存收益，2010年1月1日 22,400

股息 45,520

服务收入 250,000

工资费用 98,800

公共事业费用 20,000

其他费用 24,000

$412,640 $412,640

库存商品截至2010年12月31日是1000美元。

2010年的租金费用是10,000美元。

2010年广告支出是2,304美元。

2010年保险费用为2400美元。

折旧费用为办公设备912美元和办公家具美元3000元。

累计应付票据利息150美元。

预提工资是4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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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编制一个到2010年12月31日的12栏式的工作底稿。你不需要包括科目代码或者调整额的
解释。

b. 编制一个损益表

c. 编制一个留存收益表

d. 编制一个分类的资产负债表

e. 调整和关闭分录

4.7.9 跳出会计数字——批判性思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案例A 希瑟和霍尔特丹认识时，他们都在有内部装饰和室内装饰的汽车制造商的部
门就业。结婚后，他们决定通过做一些涉及帆布，塑料，和装饰产品的小职位来赚取额外收
入。他们的工作被认为是优秀的，并在其客户的催促下，他们决定自主创业，并在他们所拥
有的房子的地下室进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投资了120,000美元现金。他们花了10500美
元买了一台缝纫机（预期寿命，10年）和12,000美元买了其他杂项工具和设备（预期寿命，
5年）。他们根据客户来工作，购买客户所要求的材料，避免存放任何存货。一般来说，他
们对每一项任务都需要定金。

成功的业务似乎从一开始，因为霍尔茨得到了许多客户的订单。但他们认为有些事情不对
劲。他们努力工作并获取有竞争力的收取价格。然而，似乎很少有足够的现金，涵盖提供即
时的个人需要的业务。总结，2010年的商业支票，其运营的第二年，表明：

余额,2010年1月1日 $ 99,200

从客户获得的现金:

2009为工作获取 $36,000

2010为工作获取 200,000

2011为工作获取 48,000 284,000

$ 383,200

现金支出:

截至2010年1月1日两年的政策保险 $19,200

公共事业费用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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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费用 104,000

其他费用 72,000

税费，包括所得税 26,400

股息 40,000 309,600

余额, 2010年12月31日 $73,600

考虑多少工作，其霍尔茨担心的现金余额25,600美元下跌，即使他们只获得了40,000美元的
红利。他们从汽车制造商的总收入为45,000美元。他们正在认真考虑放弃自己的生意和工
作，回到汽车制造厂工作。们请教。他们向你请教时，你发现了下列内容:

在2010年购买的用品，24,000美元是在2010年的宣传为客户工作使用，没有任何其他物资
工作中使用。

在2010年完成的工作为的现金结算尚未年底收到的总额为40,000美元的客户。

为霍尔茨准备书面报告，回答他们的业务是没有足够的利润的。（提示：准备为2010年利
润表和包括在您的报告。）

年度分析报告B 利用年度报告的附录，计算这两年的流动比率，为公司写的你的计算结果的
摘要。另外，看看该公司提供的在准备一些意见的其他数据。例如，看看在过去三年的净收
益。

更广泛的角度 - 写作经验C 读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对于长远技能”。写在企业内的每个层
面的公共会计在更广泛的角度生涯的描述。讨论所需的技能，以及如何能够发展这些技能。

团队项目D两个或三个学生为一个团队，采访了管理会计师。管理会计师可能有首席财政官
（首席财务官），控制器的头衔或其他一些公司会计职位的头衔。作为管理会计师工作的优
点和缺点是寻求信息。还询问了工作和任何由该公司提供的培训方案的性质。作为一个团
队，一个老师写总结面试结果备忘录。该备忘录的标题应包含日期，是向谁写的，有谁写
的，主题。

团队项目E 一小群学生为一团队，取得一间公司中你有兴趣的年度报告。你可以从你的导
师，图书馆，互联网获得公司的年度报告。描述每个项目上的分类资产负债表的性质。你可
能需要做一些项目库的研究。此外，计算为最近两年流动比率和评论。你的老师写来总结该
项目的结果报告。

团队项目F 一小群学生唯一团队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写论文比较三种不同的会计软件的功
能。给予每一个的长处和短处。引用来源的信息和正确对待直接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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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0 利用互联网——现实世界的一种看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下面的网址:

http://www.merck.com

追求您提供投资者关系下在屏幕上，直到您选择找出最近综合资产负债表。在短短的报告给
你的启示中，描述你如何获得资产负债表，并确定在资产负债表所用的大标题。例如，第一
个这样的标题是资产。此外，计算流动比率。

访问下面的网址：

http://www.kodak.com

键入“年度报告”在搜索框来查找最近的年度报告，然后找到综合财务状况表。确定在资产负
债表和计算大标题为最近一年的流动比率。你的老师写来总结你的发现备忘录。

4.7.11 自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1. 对。三个试算平衡表包括未调整工作底稿，调整后的工作底稿，以及调整关账工作底
稿。前两个工作底稿出现在工作表。

2. 错。如果借方余额账户（如预付租金）是在调整入账，在调整列金额中扣除工作底稿列
数额，以决定，在调整工作底稿列项目金额。

3. 对。出现在损益表的贷方的净亏损，为了平衡损益表。那么损失出现借记保留盈余列，
因为它减少了留存收益。

4. 对。所有这些账户被关闭，或减少到零余额作为结束进程的结果。
5. 错。所有收入和支出账目后，期末余额为零。
6. 错。一些手工会计系统仍然在使用。

多项选择

1. b.其他账户很可能被调整。土地账户只有一个错误已涉及该账户才可以调整。

2. c. 结转到损益表，留存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前的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应该是平衡的。因
此，如果资产负债表列不均衡，错误是可能存在的最后六个月的工作表。

3. d.期内纯收入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它出现在所列的其他地方都。

4. a.账户被关闭的红利留存收益账户，而不是收益汇总账户。

5. b.房地产，财产和设备是长期资产类别之一。选项（a）不应包括设备。响应（c）不应
包括应收票据。股东权益是不是细分为当前和长远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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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2 全面审查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洛佩兹速递服务公司的账户如下图：

Acct. Acct.

代码. 会计科目
代

码.
会计科目

100 现金 301 留存收益

103 应收账款 320 股息

107 库存商品 400 服务收入

108 预付保险 507 工资费用

112 预付租金 511 公共事业费用

140 建筑物 512 保险费用

141
累计折旧——建筑

物
515 租金费用

150 卡车 518 库存费用

151 累计折旧——卡车 520
折旧费用——建筑

物

200 应付账款 521 折旧费用——卡车

206 应付工资 568 其他费用

300 股本 600 收益汇总

作为2010年5月31日结算后工作底稿，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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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PEZ DELIVERY SERVICE COMPANY

调整关账工作底稿

2010年5月31日

Acct.

代码. 会计科目 借方 贷方

100 现金 $80,000

103 应收账款 30,000

107 库存商品 14,000

108 预付保险 4,800

112 预付租金 12,000

140 建筑物 320,000

141 累计折旧——建筑物 $36,000

150 卡车 80,000

151 累计折旧——卡车 30,000

200 应付账款 24,000

300 股本 300,000

310 留存收益 150,800

$540,800 $540,800

2010年6月交易如下：

6月1日演出，客户交付60,000美元的服务。

3日支付的股息，1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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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购买了2万美元的卡车。

7日收回22,000美元的应收账款。

8日支付的应付帐款16,000美元。

11日购买4000美元的商品。这个资产账户被借记。

17日收取演出服务的现金32,000美元。

20日支付6月，1200美元的电费单。

23日支付6月，600美元的杂项费用。

28日支付的六月份工资28,000美元。

六月建筑物折旧是800美元的费用。

• 六月卡车折旧费用是400美元。
• 6月30日应计工资4,000美元。
• 一个盘点表明，6月30日库存商品12,000美元。
• 2010年6月1日在4800美元的保险预付余额适用于两年内开始。
• 2010年6月1日开始在12,000美元预付租金适用于一年期。
• 演出送货服务12,000美元，截至6月30日客户，直至七月将不须支付的客户。

a. 设立三栏式总账在会计科目表中列出的账户分类帐.

b. 请列示2010年5月31日账户余额.

c. 记录2010年6月的交易

d. 记录六月日记账，包括交叉引用（假设所有日记条目页的10页）

e. 准备一个6月30日的12栏式的2010年工作底稿

f. 编制一个损益表，留存收益表，以及分类资产负债表。

g. 编制和发布的调整分录（假定他们在普通日记账11页中）。

h. 准备和结束账目（假设他们在普通日记账12页中）。

i. 准备好后关闭的试算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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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5 会计理论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确认并讨论会计的基本假设或概念。
• 确认和讨论会计的主要原则。
• 确定和讨论会计的修改（或限制）公约。
• 描述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概念框架项目。
• 讨论公司年报中会计政策的性质与内容。

会计学教授的职业

你喜欢大学生活吗？你喜欢教别人吗？如果是这样，你也许会考虑当一位大学教授。虽然与
其他职业相比，大学教授不能获得可观的收入，但无形的益处是不可估量的。一位大学教授
通过自己的事业可以影响数百甚至数千学生的生活。能够进入大学的学生都有很大的潜力，
但需要一些附加的培养和指导。大学教授的工作,对我国最有价值的资源——人来说, 是一项
有价值的投资。

与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相比，大学教师每周的授课时间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大多数高校教
师至少有两个额外的重要职责：研究和服务。这里所说的研究不仅仅是总结他人已经学过
的，还包括通过发现未知的事实而整理出新的知识。例如，会计研究表明，一些会计数字，
如收入和股东权益与股票价格是相关的。这说明了会计数字的重要性，并由此引发了大量新
的发现,统称为资本市场研究。除了教学和研究，大部分教师还有重大的服务责任。会计教师
会提供包括对大学，对会计专业，还有对社会公众的服务。许多高校教师每周都会花费
10-20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他们工作中关于服务的部分。

因学科的不同，对大学教师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差异。如英语、美术、哲学、心理学这些领
域，有大批高学历的后备人才，因此，这些领域大学教授职位的竞争很激烈。然而，在应用
学领域，如会计、工程领域，高学历的人才却十分短缺。因此，在这些应用领域成为教授的
机会是很多的，能够影响他人生活的机会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第1章简要介绍了基本会计规程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章，我们将更深一步地讨论会计理论。
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些会计规程，因此可以更好地将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联系起来。会计理论
包含“一系列基本概念、假设和相关原则，它们解释并指导会计师在确认、计量、传达经济
信息中的行为”。 1对有些人而言，理论意味着抽象、遥不可及的东西。然而，了解会计规程
背后的理论，可以帮助人们在繁杂的会计实务中做出决定。会计理论为会计实务提供了一个
符合逻辑的框架结构。

本章的第一部分介绍了会计的基本假设或概念、计量过程、主要原则和修订性惯例或约束条
件。会计理论已发展多年，并记载于权威的会计文献和教科书中。第二部分就介绍了财务会
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会计概念框架的发展。该框架构建于会计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是
未来制定会计标准的基础。首先介绍传统的理论体系，然后介绍概念框架，由此可以让你了
解会计理论的发展历史。尽管本章的两部分有些重叠，但FASB的概念框架是建立于传统的

1. 美国会计协会，《基本会计理论报告》（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1966），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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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之上，而不是要取代它。本章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公司年报中的重要会计政策，并
通过迪斯尼公司的年报实例加以说明。

5.1 传统会计理论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传统的会计理论包括基本假设，计量方法，主要原则和修订性惯例或约束条件。下面内容将
从以上各个方面介绍会计理论对会计实务产生重大影响。

5.1.1 基本假设或概念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的基本假设或概念有：（1）会计主体，（2）持续经营 （连续性），（3）货币计量，
（4）美元币值稳定，（5）会计期间。 这一节讨论这些假设对会计程序的影响。

在会计系统中收集的数据必须与特定的业务单位或实体相联系。会计主体概念假设每个业务
体都独立于所有人、债权人、雇员、客户、相关利益群体和其他业务体。每一个业务体（例
如一家健身中心），就是会计主体，而其所有者是非会计主体。因此，财务报表是属于一个
特殊的会计主体。财务报表内容只包括该主体的业务活动、资源和义务。

一个会计主体也许由多个不同的法律主体组成。例如，一家大企业（如一汽大众）也许由许
多独立的子公司组成，每一家子公司都是独立的法律主体。然而为了报告的目的，这些公司
也许会被认定为会计主体，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所有者。这一概念将在14章进行介绍。

当会计人员记录一个会计主体的业务时，一般假设其是持续经营的。持续经营（连续性）假
设认为除非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个实体将要终止，否则该实体将无限期运作。当一家公司停止
商业运作并且出售资产时则认为该实体将要终止。此终止过程称为清算。如果清算的可能性
很大，则持续经营假设不再适用。

会计师经常利用持续经营假设来证明使用历史成本计量资产比市场价值更恰当。市场价值对
一个实体使用资产的重要性小于对出售资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当一个实体进行清算时，
则用清算价值报告资产。

一家企业的经济活动通常用货币来记录和报告。货币计量是货币单位（monetary unit）的
应用，正如用美元代替实物或其他计量单位。使用货币单位为会计人员提供了一致的经济活
动计量标准。没有货币单位，资产负债表中的建筑物、设备、存货等科目将无法相加。

财务报表确认了统一的计量单位（如在美国使用美元），财务报表使用者就可以做出有效的
账户总额比较。例如，将使用美元计量的公司报告和使用日元计量的公司报告中相关资产总
量和盈利能力进行比较是很困难的。

在美国，会计人员有一个关于货币计量的另一个假设——美元币值稳定假设。美元币值稳定
假设认为美元是一个合理稳定的计量单位。因此，在主要的财务报表中会计人员不因美元价
值的变动而对报表进行调整。

然而，美元币值稳定假设给折旧带来了困难。例如，一家公司1975年获得一栋建筑物，采
用直线折旧法，折旧年限30年，并且没有因美元价值的变化做出调整。因此，在2008年计
提的折旧与1975年相同。公司没有因1975年和2008年美元价值的不同而做出调整。尽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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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中有通货膨胀，但这两年的美元被看作是价值同等的货币计量单位。会计人员和企业高
管很担忧通货膨胀问题，尤其是在高度通货膨胀期间。

在会计期间（时间周期）假设中，会计人员按月份或按年度报告一个实体的经济活动，接着
准备关于公司活动的精确的期间报告。尽管这些期间报告为投资人和债权人提供了有用及时
的财务信息，但其中一些期间报告也许是不精确的，因为会计人员要作出一些职业判断，如
估计折旧费用或编制一些调整分录。

财务报告涉及较短的会计期间，但是每个会计期间是等长的，以便于报表使用者可以对公司
不同期间业绩做出合理比较，会计期间长度必须在财务报表中加以说明。例如，本书中的利
润表是一个月或一年的。一些企业需要对外公布财务报告，例如上市公司，一般编制月报用
于内部管理，编制并公布季度报告或年度报告供外部人员使用。

权责发生制与会计期间假设第三章表明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比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更能准确的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收付实现制下，当收到现金时确认收入；支出现金时，确认
费用。然而在权责发生制下，只有当服务已提供或产品已售出时，我们才确认收入，费用也
在发生时予以确认。

会计期间假设要求在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调整科目。如果没有会计期间假设，则一家企业从
创立到终止只有一个期间。那么，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区分将没有意义，因为所有的
收入和开支将记录在这一个时间段里，不需要人为的划分为一年或更短的时间段。

会计期间假设引发的估计与判断为了提供期间性的财务信息，会计人员需要经常估计预期不
可收回的应收款金额（见第9章）和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未来事项的不确定性影响会
计计量的精确性，使得估计在会计中很重要。幸运的是，这些估计一般比较精确。

5.2 其它基本概念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其它影响实体会计工作的基本概念有（1）通用财务报表（2）实质重于形式（3）一致性
（4）复式记账（5）关联性。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些基本概念。

为了满足外部成员和内部高层管理者对信息的需求，会计师要在固定的时间段准备通用财务
报表。与之相比，会计师要为一个特殊的决定收集特殊的财务信息，通常是一次性发生的。
例如，管理人员需要特殊的信息来决定是否购买新的计算机系统。因为特定财务信息是特殊
的，所以从详细的会计记录获得该信息比从财务报表获得该信息更好。

在一些业务中，其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相冲突。例如，一个合法的租赁合同中的租入业务，
其实相当于购买业务。某家公司有一份为期三年的租赁汽车合约，规定按月支付租金。在租
赁期满时，公司支付了较小金额（例如，1美元）后就拥有了该汽车的所有权。尽管这笔交
易的法律实质是租赁，其经济实质更像是购进业务。因此，依据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这一
概念，这辆汽车作为一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按期计提折旧，而不是在利润表中列示
其租赁费用。会计师人员应记录一项交易的经济实质，而不是法律形式。

一致性一般要求公司在持续的报告活动中使用相同的会计政策。依据这一概念，会计原则和
处理方法不得任意转变，例如不得随意改变存货的计量方法。然而，如果会计原则或处理方
法的改变能更好的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所需信息时，则允许其改变。当某公司变更会计政
策时，必须在财务报表中做如下披露：（1）变更的性质（2）变更的原因（3）会计政策变
更对当期净利润的重大影响（4）对过去收入的累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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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介绍了会计记账的复式记账法这一基本概念。在复式记账法中，每笔交易对于交易双
方都有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在记录一笔交易时，至少要记录一个借方账户和一个贷方账
户，并且每一分录的借方发生额总额等于贷方发生额总额。

在第4章我们学习如何准备工作底稿时，已经了解到财务报表项目是相关联并互相影响。例
如，我们把净收益总额从利润表结转到留存收益表。然后，我们把留存收益表的期末余额结
转到资产负债表中，使得资产总额与权益总额同时增加。

在圖表 5.1，我们对这些基本概念和假设进行了总结。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讨论会计的计量
过程。

5.3 会计的计量过程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先前，我们将会计定义为“识别（或确认）、计量、交流经济信息，并允许信息使用者做出
有依据的判断和决策的过程”。 2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着重介绍会计的计量过程。

会计人员需要计量一个业务实体的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及其发生的任何变化。通过将这些
改变的影响分配到特定时间段内（期间），可以得出这些期间内会计实体的净收益或净亏
损。

会计人员可以使用不同方法对各种各样的资产进行计量，但都需用具体的现金额进行计量。
第9章将解释他们如何计量债权，例如应收账款用预期的现金流入扣除可能的不可收回额。
他们用历史成本（实际支付额）计量存货，预付款，厂房资产和无形资产。资产负债表日，
他们会使用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的方法对某些科目进行计量，例如存货。 厂房资产和无形资
产的计量方法为原始成本扣除累计折旧与减值准备。负债的计量方法为将要支付的现金总额
或为偿还负债企业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

会计人员可以很容易的计量资产和负债上的某些改变，例如资产的获得和债务的偿还。其他
资产和负债的改变，例如调整分录记录的改变，计量比较困难，因其需要估计或计算。会计
人员要决定改变的发生时间和金额。这些决定包括收入与成本费用的匹配，并以下面将要讨
论的原则为基础。

2. Ibid.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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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1 基本概念或假设

5.4 主要会计原则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为描述财务会计信息建立了一套准则和方法。这使信息使用者
更容易的比较不同公司的财务信息。通用会计准则由会计实践发展而来，并由权威组织建
立。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美国会计联盟（AAA）、财务主管协会（FEI）、管理会计协会（IMA）等组织对
准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章节将介绍下面的主要原则：

• 交易价格（成本）原则
• 收入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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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比原则
• 利得和损失确认原则
• 完全披露原则

当资产在交易双方之间转移时（例如购买商品），会计人员必须要根据交易价格（成本）原
则反映此信息。交易价格（成本）原则要求会计人员记录资产交易时双方达成一致的价格。
这个原则提出：（1）会计体系记录什么——交易数据；（2）什么时间记录——交易时间；
（3）数量——交易价格——依照此价格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和费用。

由于应用于大部分资产，这项原则经常被称为成本原则。它规定外购和自建资产起初用历史
成本记录。历史成本是指支付总额，或所承担债务时的市场公允价值，或者为取得资产并使
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放弃的其他资源的价值。例如，当记录一项固定资产（如一台机器
的购入成本）时，它的成本包括实际支付的买价以及测试费、运输费和安装费。比起成本原
则会计人员更喜欢交易价格原则，因为在计量负债、所有者权益和某些资产，如现金和应收
账款，使用成本原则是不恰当的。

近来，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明确的向市场公允价值方
向进行了改进，或者是“按市值计价”,这种计量方法是根据资产或负债的现行市场价值（公允
价值）而不是账面价值来记录。

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将“公允价值“定义为”计量日，在市场参与者在公平有序的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得到的价款或转移一项负债支付的价款。

它也被定义为“持有资产或亏欠负债的市场参与方的退出价格“，不论企业计划持有资产或负
债是为了投资还是出售。

“在美国，自2007年11月15日，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允价值会计准则适用于所有的公开
交易公司的财务资产。基于循环基础的公允价值，同样适用于被公认或披露的非财务资产和
负债。从2009年起，该标准将适用于其他非财务资产。除了共同分担的偿还交易，如股票
期权补偿，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适用于其他会计声明要求或允许的公允价值计量科目。

“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为输入数据提供的输入数据有三个层级，来决定一项资产或负债的公
允价值。这个层级根据决定公平价值的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来划分信息等级，层级1为最可
靠信息，层级3为最不可靠信息。

层级1是引用了活跃的、流动的并明了的市场中同类科目的价格。

层级2是在活跃或不活跃市场中相同科目的可观察信息，例如在市中心的房地产市场中两栋
相似的建筑物。

层级3是当类似市场不存在或市场缺乏流动性时使用的不可观测信息。例如当前的信用危
机，使得公允的市场报价变得非常主观。

会计的公允价值自引入后一直备受争议，例如，银行和投资银行不得不降低抵押贷款和按揭
证券的价值来反应现行市价。在2008-2009的经济危机中，抵押违约逐步上升，导致信贷市
场的崩溃，抵押贷款和按揭证券价格大幅下降。尽管存在关于公允价值会计恰当实施的争
论，国际会计准则比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更多的使用这一方法。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内容，可以访问AICPA的网站(http://www.aicpa.org/Me
diaCenter/fva_faq.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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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观点：商业洞察
在一些欧洲国家，财务报表包括秘密储备。这些秘密储备来源于一家公司在业

绩良好的会计年度没有披露的收益。理由是股东每年就股息的数额进行表决，

如果披露 全部的收益，股东也许会把全部的收入按股利分发出去。通过隐瞒一

些收入，不仅更好的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公司也会有更大的偿付能力，有更

多的财力投入到生 产资产中。

收入的定义和计量并不困难，它是通过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而获得的资产(通常为现金)计
量。然而，关键问题是会计人员何时确认收入。在收入确认原则下，确认收入前，收入应已
取得并实现。

收入的取得是指公司为创造收入而进行的所有经济活动。在实际收到顾客的现金之前，包括
以下活动：（1）投放广告（2）多次拜访顾客（3）提交样本（4）取得或制造产品（5）出
售和交付商品。针对这些活动使公司产生成本。尽管收入实际上来源于这些活动，但会计人
员直到产品出售时才能确认收入，因为收入在确认前必须是实质性获得的。这个要求就是收
入取得原则。

收入的实现在实现原则下 在卖方获得从买方取得货款的权利前，会计人员不确认收入。当
商品销售已成立或服务已提供时，卖方就从买方获得这个权利。在法律上，当商品所有权转
移给购买者后，销售交易成立。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取决于发运条件——起运地交货或目的地
交货（第6章中介绍）。在实务中，会计人员通常在货物发出后确认收入。

在销售时确认收入的优点有：（1）实际的交易——交付商品——是一项可观察事项；（2）
收入容易计量；（3）由于价格下降或产品毁损导致的风险已转移给购买者；（4）收入已取
得，实质上可确认收入；（5）由于收入已取得，与之对应的成本费用和净利润则可以确
认。如下面讨论的，在销售时确认收入的缺点是收入也许不被记录在大多数创造活动发生的
时间段内。

实现原则的特例下面的例子将说明某些实际因素也许会使会计人员不在出售商品时确认收
入。这些例子说明了商业环境对会计原则和会计标准发展的影响。

收回现金作为收入确认点（Cash collecton as point of revenue recogniton） 一些小公司
在实际取得现金收入和发生支出时确认收入，而这与商品销售时间也许并不相同。这个程序
就是收付实现制。收入实现制主要用于没有大量信贷交易和存货的服务企业，例如医院等单
位。

收入确认的分期付款基础当收取以分期付款方式出售的商品的价款时，可收回性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公司也许会使用会计中的分期付款基础。尽管账户的可收回性值得怀疑，公司仍
会进行这些销售，因为边际利润很高而且当货款不能收回时可以收回商品。在分期付款基础
下，某期间确认的毛利总额（商品的出售价格－成本）的百分比等于销售收到的现金总额的
百分比。因此，某期间确认的毛利等于收到的现金乘以毛利百分比（毛利/销售价格）。依
据分期付款销售收到的现金计算某特定年限的毛利总额的公式为：

收取到的现金 x 毛利百分比=毛利总额

为了理解方便，利用以下例题说明该公式：

本年收到的分期付款销售产生的现金x销售年份的毛利百分比=分期付款销售本年应确认的毛
利

假设一个公司出售立体装置，销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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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日期
销售

价格

成

本

毛利（销售价格

——成本）

毛利百分比（毛利/

销售价格）

2010.10.1
500

美元

300

美

元
200美元

（200/500）*10

0%=40%

买方分10个月，每个月等额支付50美元来偿还该设备货款（10x50美元=500美元）。如果
公司在2010年收到三个月的还款，则2010年收到的现金总额为150美元（3x50美元）。
2010年的毛利是：

2010年分期付款销售收到的现金x2010年分期付款销售的毛利百分比=2010年分期付款销售
确认的现金毛利

150美元x40%=60美元

该公司在2011年债务到期时收回剩余的350美元。2011年的毛利如下：

2010年分期付款销售在2011年收到的现金x2010年分期付款销售的毛利百分比=2010年分期
付款销售在2011年确认的现金毛利

350美元*40%=140美元

概括起来，两年内的总收入和毛利如下：

年份 现金总额 毛利

2010 $150 30% $60 30%

2011 $350 70% $140 70%

$500 100% $200 100%

由于分期付款拉长确认收入的时间，只有分期付款收入的回收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时会计工
作才能以此为基础。

长期建设项目的收入确认公司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确认长期建设项目中取得的收入：（1）合
同完成法（2）完工百分比法。工程完工前，合同完成法不确认任何收入。尽管合同在三年
内完工，但是公司在合同完成时予以确认全部收入。由于合同完成法在销售时确认收入，公
司提前在存货帐户（在建工程）记录工程成本，在确认收入时结转为成本费用。

一些会计人员认为长时间后再确认收入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在工程建设的每一年都有创造
收入的活动发生，因此在工程建设的每一年都应确认收入，尽管它是一种估计值。完工百分
比法根据长期项目完工进度的估计确认收入。项目完工进度通过一段时间内的实际成本与项
目预期成本总额比例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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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假设公司有一份价值4400万美元的修筑堤坝的合约。工程的估算成本是4000万
美元，预计毛利计算如下：

堤坝销售

价格

堤坝建设的估算

成本
估算毛利（销售价－估算成本）

4400万美

元
4000万美元

（4400万美元—4000万美

元）=400万美元

公司通过记录年分配收入减去该年的实际成本，在财务报告中确认400万美元的毛利。确认
收入的公式为：

假如第一年末（2010 年），公司实际建设成本为3000 万美元。这些成本是工程估算成本总
额的75%（(3000万美元/4000美元) X 100%=75%）。依据完工百分比法，公司将按照75%
的比例确认第一年的收入。2011年，又发生600万美元的建设成本。2012年，建设成本为
400万美元。每年分配的收入如下：

圖表 5.2 长期合同的会计方法

该公司应从毛利中扣除会计期间发生的其他成本，如一般费用和管理费用，以确定净利润。
例如，假设2010年的一般费用和管理费用为10万美元，则净收益为300万美元—10万美元
=29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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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费用确认与收入确认原则紧密联系，有时被认为是其一部分。配比原则认为成本费用应
在其为创造收入而发生时确认。成本费用是指收益发生时资产的流出或消耗。为了产生收
益，公司自愿发生成本费用。例如，经销商将电视机销售给顾客并收取现金，出售的电视
机，即为为获得收入而消耗的资产，其成本即为一项成本费用。类似的，服务的成本为为创
造收入而发生的劳务成本。

成本费用的计量会计人员使用历史成本对企业运营的大部分资产进行计量。因此，他们用这
些资产的历史成本计量资产消耗的折旧费用，用当前成本计量其他成本费用，如当期支付的
工资。

成本费用确认的时间匹配原则暗含着成本费用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对于某些成本费用，如获
得和生产商品的成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个关系。然而，当不能看到其间的直接关系时，
我们在系统合理的分配基础上，将资产的成本分配到有限时间段内以确定成本费用。设备资
产的折旧就是一个例子。

产品成本是指获得或制造商品时发生的成本。如下章所示，外购产品的产品成本包括发票价
格，运输费用，保险费。对于制造企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包括生产产品必备的原材料成本，
人工成本和工厂运营成本。生产成本依附于外购或自造产品，只要商品未售出就保留在存货
账户。当产品售出后，将产品成本结转为成本费用。这就使得销售成本和相关的收入精确匹
配。

期间费用是指不能追溯至特定产品并在该其间内发生的成本。销售和管理成本就是期间费
用。

利得和损失确认原则表示只有当利得实现时才能确认，而损失只要有迹象表明就可以确认。
因此，我们先于收益确认损失。该原则与谨慎性原则相联系。

利得一般来自长期资产的销售价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差值，而不是他们的账面价值。在销售
或交换产生利得之前，公司不应确认利得。在实际实现前确认潜在利得是不允许的。

损失同成本费用一样，消耗资产。然而，与成本费用不同的是，他们不产生收益。损失一般
不是企业自愿发生的，例如大火给未投保的建筑造成的损失。当出售建筑物即使会发生损
失，管理层仍决定出售时，此损失也许就是企业自愿发生的。

完全披露原则指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有重要影响并足以影响其决策的信息应该完全披露。根
据性质的不同，公司应该在财务报表附注或补充财务报表中披露该信息。在判断是否要披露
该信息时，披露较多信息比披露太少要好一些。许多对注册会计师和他们的顾客的诉讼起因
于对事实不恰当或错误的披露。

在圖表 5.3我们对这些主要原则及其重要性进行了总结。

会计观点：商业洞察
会计模型包括报告公司获得的收益及发生的成本费用。一些模型认为公司创造

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也应报告。如，假设一个公司倾倒有毒废品到河流中，

导致下游居民得了癌症。当公司准备表明其业绩的财务报表时应不应该报告这

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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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修订性惯例（或限制性惯例）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有些实例中，由于修订性惯例（或条例）的存在，公司并不严格的遵守会计准则。修订性
惯例是起源于会计实务的惯例，改变了严格遵守会计原则精确应用的结果。三个修订性惯例
为成本效益原则，实质性和稳健性。

成本效益原则成本效益原则包括判断财务报表中可选信息的收益是否超过了提供信息的成
本。使用者常常认为信息是零成本，因为他们不用发生任何提供信息的成本，而提供者意识
到提供信息是昂贵的。使用信息的收益应超过它的提供成本。收益的衡量是不精确的，使得
这项修订性惯例在实务中的应用很困难。

重要性重要性允许会计人员用理论上错误但简便的方法处理非重要科目。会计人员在判断科
目的重要性时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果信息用理论上正确的方法披露，有认知能力的
使用者的决定是否会不同。如果使用者决策不发生改变，该科目是并非重要的，可用理论上
错误但操作简便的的方法来报告。例如，因为价值较小的科目如计算器通常不会影响报表使
用者投资公司的决定，它们是不重要的，在购买时可按照成本费用处理。然而，价值较大的
科目如大型计算机通常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它们是重要的，应记为资产并在以后年度计提
折旧。对于重要科目，会计人员应该用理论上正确的方法记录，而对于不具有重要性的科
目，可用理论上不正确但简单的方法记录，因为这样更方便且成本低。例如，他们可以把一
个纸篓记入借方费用帐户，而不是资产帐户，即使该纸篓有30年的使用寿命。这样价值小的
科目不值得在其使用期限内计提折旧费用。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重要性定义为“根据周围环境，可以改变或影响一个理智的人依据该
信息的判断的疏忽或会计信息误述的金额大小。” 3该定义中科目的金额大小认为条科目的重
要性也许可以根据它的相对规模来评估。10,000美元的成本费用，对于收入只有30,000美元
的公司是重要的，而对于收入为3000万美元的公司也许不是重要的。

重要性包含的不只对于金额大小，科目的性质经常决定了其重要性。例如，知道一个公司支
付赃款和非法的政治出资是很重要的，即使这样的科目的美元总量相对较小。

谨慎性谨慎性意味着要十分谨慎以确保没有夸大资产和净利润。夸大会误导公司的潜在投资
者和向公司贷款的债权人。依照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原则对存货进行计量时（见第7章），
我们就会用到谨慎性原则。会计人员必须认识到谨慎性与会计错误之间存在着较好的分界
线。

圖表 5.4总结了修订性惯例和他们的重要性。

3.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声明2，“会计质量特征信息”（康涅狄格州斯坦福，1980年）第十五页，版权©由美国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高岭公园，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06905，USA许可。完整的文件副本可由FASB引用（或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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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3 主要原则

圖表 5.4 修订性惯例

本章的下一部分讨论了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基本框架项目。FASB设计基本框架
项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解决会计理论基础的不同意见。我们只介绍该项目中与本文有关的部
分。

5.6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基本概念框架项目（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s conce ptual framework
project）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专家们已经为组成会计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相关原则的实质争论多年。尽管大都数人偏向于通
用会计准则（GAAP），这些争论当前仍在持续。到目前为止，所有对GAAP进行简洁说明的
尝试只得到了有限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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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有限的成功，许多会计人员认为对GAAP的简洁说明起点是为了寻找财务会计及其报
告的目的的一致性。相信如果一个人（1）认真研究环境，（2）知道寻求的目标是什么，
（3）可以识别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性质，（4）可以解释财务报表的基本元素，他就可以发现
通向目标的原则和标准。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通过出版“企业财务报表目的”和“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完成了前三个目标。标题分别为“企业
的财务报表元素”和“财务报表元素”的概念表述完成了第四个目标。

5.7 财务报告的目的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财务报告的目的是从事于财务报告工作的会计人员寻求的最重要目标。FASB认为，财务报
告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

为当前或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使用者提供进行投资、信贷和类似决策有用的信息。对
于有商业和经济活动理解能力，并愿意研究信息的人，这些信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概括地解释，其他使用者包括雇员、证券分析师、经济人和律师。财务报告应该为所有想正
确使用财务报告的人提供信息。

财务报表的第二个目标是：

提供信息以帮助当前和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使用者评估来自股利或利息的现金收入，
和来自销售、偿还和到期担保或贷款的数量时间。因为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现金流量与企业的
现金流量相关，所以财务报表应提供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人评估相关企业预期
现金流入净额的数量、时间和不确定性。

圖表 5.5 会计质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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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将投资者的现金流入和债权人的现金流入与企业现金流联系起来，是完全合理的。
企业现金流入是股息、利息和到期债务偿还的来源。

财务报表的第三个目标是：

提供关于以下内容的信息，企业的经济资源、对这些资源的要求（企业向其他企业转移资源
的义务和所有者权益）、交易、事件、以及改变资源的环境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目标和财务报告实施的环境中得出一些结论。例如，财务报表告应该：

• 提供关于企业过去业绩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预测企业未来业绩的基础。
• 尽管目标中强调现金流，但要关注收入和它的组成部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算的

收入比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计算的收入，能更好的表明企业产生现金流的能力）

另一方面，财务报表不是追求：

• 评价企业的价值，而是提供决定它价值的有用信息。
• 评估价管理者的表现，预测收入，评估风险或估计盈利能力，而是为想做这些评估的人

提供信息。

这些结论来自财务会计概念说明NO.1。正如财务会计准则委员B所述，这些阐述的目的在于
建立某些目标和概念，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利用这些目标和概念用改进财务会计和报告的标
准。委员会采用的方法的成功状况仍有待观测。

5.8 属性特征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信息应该具有对决策有用的属性特征，这个标准很难应用。会计信息的有效性不仅依赖
于信息的特性，也依赖于决策者和职业顾问的能力。会计人员不能指定谁是决策者，他们的
特征，要制定的决策或制定决策的方法。因此，他们把注意力投放在了会计信息的特征上。
圖表 5.2是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关于会计人员考虑的属性特征的总结。

为了具有相关性，信息必须与决策有关或能够影响决策。信息必须能够对还未获得此信息的
人产生影响。相关信息通过影响使用者对过去、现在的产出或者未来事件的预测，或通过更
正期望来对决策产生影响。注意信息不需要是对发展、确定或变更期望中有用的的预测。期
望一般基于现在和过去。例如，任何预测公司未来收益的尝试通常始于对过去和现在收入的
观查。尽管只对以前的期望有验证作用的信息不是很有用，但它仍是相关的，因为它减少了
不确定性。

批评者认为某些类型的会计信息缺乏相关性。例如，一些人认为在40年前以100万美元购买
了一大片土地，并在当前的资产负债表中以该价格进行披露，此信息（暗含的各种税费除
外）与使用者的决策是不相关的。这样的批评观点促进了对与使用者决策相关的信息类型的
研究。一些人建议使用不同的评估基础，如当前的成本来报告这样的资产。

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因为现在采取的行动只会影响未来的事件，当信息具有预测价值时，或
者可以提高使用者预测事件结果的能力时，该信息很明显就是相关的。能够反映使用者预测
未来结果的相对成功性的信息具有反馈价值。过去活动的反馈报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影响决
策（1）减少特定情境下的不确定性（2）反驳或验证先前的期望（3）为未来的预测提供基
础。例如，公司第一季度的收入报告减少了关于这类收入的不确定性，确定或反驳了这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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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预测值，提供了预测全年收入的基础。注意，虽然会计信息也具有预测价值，但它不是
由预测组成得。预测是决策者的职能。

时效性时效性要求会计人员及时地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会计信息。信息的效用随时间递减。在
2011年早期知道2010年的净收益比在一年后知道更有用。如果信息在制定决策中有用，那
么该信息在制定决策前必须能够获得。否则，信息价值不大。在决定由什么组成时效信息
时，会计人员会考虑其他属性特征以及收集信息的成本。例如，一个对不可收回账户的及时
估计比后来得到验证的实际账户更有价值。时效性独资不能使信息具有相关性，但是潜在的
相关信息可能因缺乏时效性而变的不相关。

除相关性之外，信息必须可靠。信息能将其真实的目的呈现给信息使用者时就具有了可靠
性。因此，如果使用者可以依靠会计信息反映组织的潜在基本活动时，会计信息就是可靠
的。信息的可靠性依赖于它的真实性、可证明性和中立性。信息必须完整而且没有偏见。

真实性我们以地图为例加深对真实性的理解，。假设一张地图正确的展示了公路和桥梁所在
位置，地图就具有真实性。地图上呈现的与实际存在的是一致的。类似的，当会计报表的财
务活动与实际活动一致时就具有真实性。如果不一致，原因可能是（1）偏差（2）缺乏完整
性。

• 偏差的影响如果会计计量结果一致太高或太低，那么会计计量就有偏差。会计人员选
择了错误的计量方法，或故意产生偏差，或者能力欠缺都会产生会计计量偏差。

• 完整性为了避免偏差，信息必须足够完整以确保其能恰当的反映基本事件和情况。完
整性要求以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理解且不误导信息使用者的方法公开所有重要信息。公司
遗漏对使用者有用的信息会减少信息的相关性。一般的，完全披露原则要求公布资产负
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说明和辅助报表。企业年度报告也要求公布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此表涵盖了留存收益表中含有的信息。这样的报表必须是完整的，科目
恰当分类和分离（如把产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分开报告）。以下内容也许会被要求披
露要求披露：（1）财务报表主体（2）报表附注（3）重要洽谈或（4）董事长信件或
其他管理者在年会上的报告。

完整性的另一方面是完全披露会计原则的变化以及影响。披露内容应包括非经常性活动（借
钱给工作人员）、期望改变（存货损失）、期间折旧费用、会计人员记录的长期债务（租赁
一栋建筑20年）、某些团体的新安排（员工的退休金和分红制）、报表日期后发生的重大事
件（主要顾客损失）。在准备财务报表时，公司也需披露会计政策（主要原则及其应用方
式）。因为它强调披露，我们通常把可靠性的这一方面称为全披露原则。

可验证性当独立计量人员使用相同计量方法，能够得到实质性相同的信息时，财务信息就具
有可验证性。可验证性消除了计量偏差。财务信息要以客观证据为基础，源于使用者对可靠
的、无偏差的财务信息的需要。当当事人利益相反时，公正的信息尤为重要。如果信息是可
证实的，就加强了信息的可靠性。

财务信息不是完全脱离主观意见和判断的，可验证性程度不同。已报销的支票和单据支持一
些计量。会计人员永远不能验证某些计量，如周期折旧费，因为它们具有特别的性质。因
此，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当财务信息代表其他会计人员采用相同程序所报告的内容的共识
时，才是可以验证的。

中立性中立性指会计信息应脱离计量方法造成的偏差。关注的重点应是由准则的应用产生的
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而不是这个原则对特别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非中立会计信息偏向
某些相关利益体的利益。例如，一种计量的特别形式也许更支持股东而不是债权人，反之亦
然。“为了达到中立性，会计信息必须尽可能真实的报告经济活动，没有为了影响特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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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而着色想象。”会计信息不像税务条例那样故意培养或限制特定行为。可验证性力图
消除计量偏差，中立性力图消除计量方法偏差。

存在可比较性时，财务信息报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真实的，不是会计处理方法不同的结
果。比较信息可以揭露一家公司在不同时间内的相对强势和弱势，或者相同时间两家或更多
公司的相对强势和弱势。

一致性要求公司持续使用相同的会计原则报告业务活动。一致性导致了公司不同时期财务信
息的可比较性。不同公司间的信息比较很困难，因为他们用不同方法解释相同的活动。例
如，公司B用一种方法计提折旧，然而在相同情况下公司C采用另一种方法对相同资产计提
折旧。除非要求会计人员使用相同方法解释不同公司或不同时间的活动，否则公司内部或公
司之间的会计信息不具有高度可比性。

如圖表 5.2所示，在提供有用信息时，会计师必须考虑一个普遍约束和一个确认临界值。首
先，信息的收益必须大于提供信息的成本。其次，只有重要科目需要披露，且严格遵守通用
会计准则（GAAP）。在本章前部分我们讨论了成本效益原则和重要性。

会计视角：技术的应用
你可以访问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主页：http://www.fasb.org

你可以查到FASB最近的发展动态，看看会计原则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你可以研

究FASB的现况，新闻稿，曝光草案，出版物，新兴主题，委员会动态，即将到

来的会议和其他议题。

5.8.1 财务报表的基本组成部分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讨论了财务报告的目的和会计信息的属性特征。对任何一门学科，发展概
念框架的第三个重要任务是识别和定义其基本组成。FASB在概念说明NO.3中确认和定义了
财务报表的基本组成。后来，概念说明NO.6修改了其中一些定义。前面我们对大部分分科
科目的定义不太科学，下面是更科学的定义。（在本章的关键术语中不再重述这些科目）

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和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
资源。

负债是由特定实体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使企业向其他实体转让资产或提供服务并可能
导致企业经济利益流出的现时义务。

权益或净资产是指实体的资产扣除负债后的剩余利益。在企业中，权益就是所有者权益。在
非盈利组织中，没有与商业企业同等意义的所有者权益，净资产按捐赠限制的存在性和缺乏
性分为三种，即永久限制、临时限制和无限制资产。

综合收益是指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权益改变，来源于交易和其他事项和无所有者的资源。它
包括实体的所有权益改变，由所有者投资和对投资者的利润分配引起的变化除外。

收入是指来自交付或生产产品，提供服务，或其他组成实体运作的主要活动的收入，或者资
产的其他巩固，或者负债的减少（或两者都有）。

费用是指由交付或生产产品，提供服务，或其他组成实体运作的主要活动导致的企业经济利
益的流出，或者资产的耗费，或者发生的负债（或者两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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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是指由企业的次要或附带交易，或其它影响实体的交易、事件和环境产生的权益（净资
产）的增加，来源于营业收入和所有者投资的除外。

损失是指由企业的次要或附带交易，或其它影响实体的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权益（净资产）的
减少，费用和对所有者的利润分配除外。

所有者投资是指特定商业企业净资产的增加，来自其他企业为获得或增加在该企业的所有者
权益而对该企业进行的有价值事物的转移。所有者的投资一般为资产投资，但也许也包括提
供服务、清偿其负债或债权转换。

对所有者的分配是特定商业企业净资产的减少，起源于企业向所有者转让资产、提供服务或
发生负债，对所有者的分配减少了企业中的所有者权益。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会计人员将物质资源的消耗作为资产记录，例如土地、建筑和设备，这些资产

使企业未来收益增加。然而，培训和雇佣人力的支出需费用化，虽然其也能使

企业在未 来获利。同时，当计算机被破坏时，会计人员将其记为损失。然而，

当公司的董事长死后，会计人员不记录损失。会计模型关于人力资源方面是否

应该修改呢？

5.9 财务报表识别与计量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1984年12月，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出版了财务会计概念说明NO.5，“商业企业财
务报表中的确认和计量”，描述了确认的条件，并为报表中信息的时间性和性质提供了指
导。该文章中确立的确认条件与现行实务中使用的方法相一致。然而，该文章也表示，比当
前更有用的信息可以以合理成本获得时，它应包括在财务报表之内。

5.9.1 重要会计政策总结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公司年报的一部分是总结重要的会计政策。这些政策可以帮助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在很大
程度上，会计理论决定了这些政策的实质。公司在准备财务报表时必须遵循通用会计准则。

Maplehurst 公司的会计政策，在年报中汇报如下。

伦理观点：麦剖荷斯特公司（Maplehurst
company）

Maplehurst 公司制造纺织工业用的大型纺纱机。公司购买了10万美元的小型

手工工具用于生产。公司的会计人员在资产帐户中记录了这批工具，并且在20

年之内折旧完。管 理层想要在本年将这些工具记为费用，因为今年的收益异常

的高，而未来预期变低。管理者的目标是使收入平稳，而不是飞涨或猛跌。当

会计人员告诉管理层10万 美元是重大科目，必须以理论上正确的方式解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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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决定将这批工具分为10组，每组成本10000美元。由于数额在20,000美

元以下的被公司认为 是不重大的，则工具的所有成本可在今年记为费用。

会计人员对这种处理很担忧。她怀疑如果审计员怀疑这些科目开支，自己能否

成功维护管理者的地位。

5.9.2 重要的会计政策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华特迪士尼公司解释以下会计政策。

合并原则

合并财务报表，要记录华特迪士尼公司和它的子公司的在消除公司间账目和公司间交易后的
账目。

联营公司投资使用权益法报账。（第14章）

会计变更

公司对启动成本改变了会计方法，这种改变没有现金影响。

合并利润表中的试算报表可以反映启动成本开支的影响（见13章和14章）。

收入确认

当动画电影上映时，来自它的收益就被确认。电视业的收入在项目素材被许可者播映和满足
其他条件时记录。视频销售的收益在零售商广泛销售视频单位时确认。

来自主题公园参与方和赞助商的收益，一般从相关设施运营开始的协议时间段内记录（第5
章）。

现金，现金等价物和投资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由库存现金和初定偿还期为三个月或三个月以内的有价证券组成。（第8
章）

第115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 115）规定在债务和权益证券上的投资分为三类。公司明
确表明且有能力持有到期的债务证券被归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记录在已摊销成本中。不
属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债券和权益证券被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未
实现利得和损失分别记录在收入和股东权益中。（第7章）

库存商品

以加权平均移动成本法和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的方法计量库存商品、物料和原材料

电影和电视剧成本

电影和电视剧生产与分享成本是在根据当期的毛利率，估计来自所有独立生产的毛利润总额
的基础上进行摊销。对毛利润的估计是周期性进行的，摊销也依据此进行调整。

在项目的预计寿命期内，电视节目播放权采用加速法摊销。（第11章）

主题公园、度假村和其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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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度假村和其他资产按历史成本持续计量。在3到50年的预计有效使用期内按直线
法折旧。（第3章）

其他资产

命名权、沃特迪斯尼肖像、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在2到40年内摊销。（第11章）

风险管理合同

在企业的普通课程里，企业使用各种各样的表外财务说明来管理利息和外汇汇率的波动，包
括利率和互换利率协定、期权合同和远期利率互换。公司认为利率和货币互换为投资和负债
的阻碍，在该协议下，合同期内的利率改变产生偿还或接收的差别。互换协议里的偿还和接
收差异被看做是互换期内利息收入或支出的调整，因此调整了潜在投资或债务的有效利率。
在交换的起始条款里，先于初定偿还期的互换协议终止时的利得和损失，被延期并摊销到利
息收入或支出。来自利率期货、远期合约和期权合约、远期外币合约和期权外币合约的利得
和损失被确认为收入或费用，抵消来自潜在保值交易的利得或损失。（第14章）

来自利率和外币互换风险管理活动的现金流量与来自相关投资，借贷外汇活动的现金流量分
为同一类。（第16章）

公司按持有或发行目的对衍生金融工具分类，而非交易目的。（第14章）

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基于这一年里普通股数和潜在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潜在普通股有反稀释作用
时，也有反稀释作用。（第13章）

继续学习下面的章节，你可以看到本章介绍的目前应用的会计理论。例如在第6章，我们讨
论为什么销售收入在货品转移给顾客后才确认并记录。到目前为止，我们用服务性公司解释
了会计方法。第6章介绍商业运作。商品流通企业，例如服装店，够买商品成品并销售给顾
客。

5.9.3 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会计的主要基本假设概或概念有：（1）会计主体，（2）持续经营 （连续性），（3）
货币计量，（4）美元币值稳定，（5）会计期间 （6）权责发生制和周期性。

• 其它影响实体会计工作的基本概念有（1）通用财务报表（2）实质重于形式（3）一致
性（4）复式记账（5）关联性。

• 主要原则包括交换价格（成本）原则、确认收入原则、配比原则、盈亏确认原则、完全
披露原则。实现原则的特例包括收回现金作为收入确认点、收入确认的分期付款基础
、长期建设项目的完工百分比收入确认法。

• 修订性惯例包括成本效益原则、重要性和谨慎性原则。
•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定义了财务报告的目的、会计信息的属性特征和财务报

表元素财务报告的目的是从事财务报告工作的会计人员寻求的最高目标。
• 会计信息的属性特征是它应该对决策有用。两个主要的特性是相关性和可靠性。另一个

特性是可比性。
• 普遍的限制包括成本效益原则和重要性。
•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确认并定义了财务报表的基本组成元素。
•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也描述了收入确认的条件，对财务报表包含的信息的实

质与时间性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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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的总结帮助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
• 在很大程度上，会计理论决定了这些会计政策的本质。

5.9.4 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从下面的交易、情景及分录中，指出哪些违背了会计的假设条件、概念、原则和修订性惯
例。对于每一项违背，给出修改方法以改正未在本书中出现的会计假设。

某一年，Dorsey公司发生下列业务：

• 建筑物评估，尽管这些建筑物账面价值只有380,000美元，市场价值却有410,000美
元。会计人员在建筑物与累计折旧——建筑物的借方账户分别记入15，000美元，贷记
实收资本。公司在财务报表中没有单独说明这项行为。

• 花费60美元为办公室购买新的电动卷笔刀。将这些卷笔刀记录为资产并按5年折旧。

5.9.4.1 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可能违反了成本原则和修订性惯例的谨慎性。这样简单的账面价值提高在会计中并不受
欢迎。为了改正这个情况，分录需要反向调整。

实收资本 30,000

建筑物 15,000

累积折旧——建筑物 15,000

• 理论上讲，没有违反发生，但收集非重要信息的成本可以认为是可接受会计实务的违
反。作为一个实用的方法， 60美元应依重要性原则记为费用。

5.9.5 关键术语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理论会计理论包含一系列基本概念、假设和相关原则，它们解释并指导会计师在确认、
计量、传达经济信息中的行为。

偏差当会计计量持续过高或过低时出现。

业务实体的概念会计信息收集的具体单位。业务实体独立于所有者、债权人、员工、顾客和
其它的利益相关群体、其他业务体。

可比性会计信息的属性特征之一，当信息可比时，就揭露了真实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而不是
会计处理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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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合同法长期建设工程确认收入的一种方法，依照此方法，工程在完工前不确认任何收
入，类似于销售收入的确认。

完整性会计信息的一个属性特征之一，要求以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理解且不误导信息使用者的
方法公开所有重要信息，也称全披露原则。

谨慎性要十分谨慎，以确保净资产和净收入没有被夸大。

一致性要求公司在不同的会计年度内使用相同的会计原则和报告原则。

成本效益原则判定收集财务报表信息的收益是否超过了成本。

成本原则同交换价格原则。

收入取得原则收入在确认前必须实际获得。

交换价格（或成本）原则资产的转移以双方达成一致的交易价格记录。

反馈价值信息可以揭示使用者成功预测结果时具有的属性特征。

财务报告目标是从事于财务报告工作的会计人员寻求的最重要目标。

全披露原则当信息的重要性足以影响有知识使用者的决策时应予以披露。

利得与损失的确认原则利得在实现时才能记录，而损失在有迹象出现时就应记录。

获得一般来自长期资产的销售，而不是他们的账面价值。

持续经营（连续性）假设该假设认为除非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个实体将要终止，否则该实体
将无限期的运作。

历史成本为了取得一项资产并使其达到预定的可使用状态而支付的金额，或发生的债务或让
与的其他资源的市场公允价值。

分期付款基础一种收入的确认方法，根据此方法，某段时间内确认的毛利百分比等于来自于
销售现金总额百分比。

清算通过终止经营活动和廉价出售资产来结束一个企业。

损失非自愿的、且不会创造收入的资产消耗。

配比原则费用应在为创造收入而发生时确认。

重要性允许会计师用理论上错误的方法处理非实质的（不重要的）条目。详细说明了在财务
会计报告中，当信息足够影响决策或评估时，财务会计才予以报告。

修订性惯例出现于会计实务的惯例，改变了会计原则严格应用的结果。谨慎性就是一个例
子。

货币计量以货币为计量单位，例如美元，代替实物或其他计量单位——英尺、英寸、克等。

中立性会计信息属性特征之一，要求会计信息脱离计量方法带来的偏差。

完工百分比法基于对长期建设项目完工进度的估算确认收入。公司将某期间内的实际成本与
施工的估算成本总额相比以衡量完工进度。

期间费用不能追溯至特定商品并在发生期间内费用化的成本。

期间假设会计师可以将一个企业实体的生命期划分为各个时间段来报告经济活动。

预测价值信息可以提高使用者预测事件结果的能力时所具有的属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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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成本外购或自造产品发生的成本。产品成本被认为附属于产品，因此在产品售出时后记
入成本费用。

属性特征会计信息为对决策产生效用而所应具备的特征。

实现原则在销售方从买方获得收款权力时才确认收入。

相关性会计信息的属性特征之一，要求信息与决策有关或能够影响决策。

可靠性会计信息的属性特征之一，信息能将其真实意图呈现给使用者。

真实性会计信息的属性特征之一，要求会计报表符合实际经济活动。

收入确认原则收入在记录前是已取得并实现的。

美元币值稳定假设美元是一个合理稳定的计量单位。

时效性会计信息的属性特征之一，要求在制定决策前也许会需要考虑该信息时就予以提供。

可验证性会计信息的属性特征之一，当独立的会计人员使用相同计量方法，可以得到相同信
息时，该信息就是可验证的。

5.9.6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正误

1. 业务实体的概念假设每一个企业独立于其所有者之外的所有团体存在。
2. 当交易的经济实质不同于它的法律形式时，会计人员应记录其经济实质。
3. 配比原则是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基础。
4. 实现原则的特例包括产品销售收入确认的分期付款基础，和长期建设项目的完成合同

法。
5. 不具有重要性的科目完全不用记录。
6. 概念框架项目导致了会计信息识别的两个主要属性特征——相关性和可靠性。

多项选择题

为下面的问题选出正确答案。

1. 会计基本假设不包括：（ ）
A. 会计主体
B. 持续经营
C. 配比原则
D. 货币计量和会计期间

2. 要求公司一直使用相同的会计政策和报告原则的概念是：（ ）
A. 实质重于形式
B. 一致性
C. 结合
D. 以上都不正确

3. 以下关于收入确认原则的说法哪个是错误的（ ）
A. 收入在确认前必须是实际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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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会计师通常在卖方从买方获得收款权利前记录收益
C. 一些小公司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D. 在分期付款基础下，一段时间内的毛利等于分期付款销售收到的现金乘以该年毛利占全年
销售的百分比。

4. 假设某桥梁的建设情况如下：

本期的建设成本 3,000,000美元

建设估算成本总额 10,000,000美元

总销售价格 15,000,000美元

则期间内应确认的收入为：
A. 3,000,000美元
B. 4,500,000美元
C. 5,000,000美元
D. 6,500,000美元

5. 修订性惯例不包括（ ）
A. 会计期间
B. 成本效益原则
C. 重要性
D. 谨慎性

6. 以下哪些不属于概念框架项目（ ）
A. 财务报告的目标
B. 数量特征
C. 属性特征
D. 财务报表的基本组成

5.9.7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通用会计准则的基本假设有哪些。 在高度通货膨胀下，评论计量单位稳定假设的正确
性。

• 为什么会计人员使用会计主体的概念？
• 持续经营假设在什么情景下不适用？
• 权责发生制的概念？它的可选择性是指什么？
• 会计人员应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意味着什么？
• 如果公司为了更好的满足使用者对信息的使用而更改会计原则时，应披露的内容有哪

些？
• 什么是交换价格（或成本）原则？坚持该原则的重要性是什么？
• 在某期间收入确认前必须满足的两个要求是什么？
• 如果存在，在什么情况下收到现金收据时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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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建设项目中确认收入的两种主要方法是什么？
• 解释费用、费用的确认原则是什么?
• 费用和损失有什么不同？
• 什么是完全披露原则？
• 成本效益原则在财务报告中的作用是什么？
• 谨慎性指什么？它怎样影响财务报表数据？
• 重要性只与金钱总额的相对量有关吗？
• 识别概念框架项目的三个主要部分。
• 两个主要属性特征是什么？
• 现实世界的问题雪佛龙公司最近的年报说：有关现在或未来收益的环境开支依据其性

质费用化或资本化。归因于过去的运营，且对现在或将来收益有帮助的现时开支费用化
处理。
◦ 这项政策体现了会计中的哪个原则？

• 在公司年报中包含“重要会计政策总结”的目的是什么？

5.9.8 练习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将A列中的科目与B列中相匹配的描述连线。

A B

持续经营（连

续性）

a. 准备主要财务报表时依据的一个假设，当通货膨胀率

高时该假设不合理。

一致性 b. 与相对美元数额有关

完全披露 c. 资产记录的一般基础

会计期间 d. 某一特定科目的会计处理与先前不同时需遵守此要求

谨慎性 e. 一个不适用于对破产公司进行报告的假设

美元币值稳定 f. 都不是

配比 g. 要求公司持续应用相同的会计程序和实务

重要性
h. 为了报告的目的可以把一个企业的生命期划分为各个

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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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格（成

本）
i. 防止计量、报告净资产和净收入时的过度乐观

会计主体 j. 在记录和报告过程中，要求把个人和企业活动分离开

练习B 帕克服装公司在分期付款销售基础上销售产品，2010年和2011年的数据如下:

2010 2011

分期付款销售总额 $800,000 $960,000

产品销售成本 560,000 720,000

其它费用 120,000 160,000

2010年销售的现金收入 480,000 240,000

2011年来自2010年销售的现金收入 640,000

• 计算2011年的净利润，假设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确认收入。
• 计算2011年的净利润，假设使用确认边际毛利的分期付款基础。

练习C 一家公司有一份建造船舶的合同，价格5亿美元，估算成本为4亿美元。已发生成本1
亿美元。利用完工百分比法，计算应确认的收入是多少？

练习D 2010年，某公司将支付的火灾保险费在支付时作为费用处理。从2010年6月1日到6
月30日，公司支付了6,000美元的保险费，并将其作为费用处理。从2010年7月1日到7月30
日， 支付的5,400美元保险费也做同样处理。

• 说明该做法违反了哪些会计原则。
• 计算该项处理对2010年财务报表的影响。
• 说明基于哪项基础该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

练习E 将B列中的描述与A列中相关的会计属性连线。有些描述可以使用多次。

A会计属性 B描述

相关性 • 会计信息的使用者

反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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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 • 普遍的约束

真实性

可靠性 • 使用者特殊的才能

可比性

成本效益原则 • 主要的特殊决策者特性

预测价值

时效性 • 主要特性的组成

决策有效性

可验证性 • 次要特性

可理解性

中立性 • 确认的临界值

重要性

5.9.9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为下列问题选出最佳答案

1. 下列哪项假设是指业务实体独立于所有者、债权人、员工、顾客和其它的利益相关群
体、其他业务体（）

1. 持续经营假设
2. 会计主体
3. 独立单位概念
4. 公司概念

2. 当下列哪种情况发生时公司应该使用清算价值报告资产（ ）
1. 美元价值发生改变
2. 应用期间性假设
3. 公司不能持续经营而且即将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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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没有使用权责发生制

3. 假设某公司支付了广告费且广告已经播出，公司将其作为预付广告费进行处理并在资产
负债表中作为资产进行报告。以前，公司一直将这类开支作为费用处理。该做法违背了
( )

1. 通用会计准则
2. 配比原则
3. 一致性原则
4. 以上都正确

4. 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中，只有在卖方从买方获得收款的权利时才确认收入的原则叫（
）

1. 收入取得原则
2. 分期付款基础
3. 实现原则
4. 完成合同方法

问题B Ramirez视频公司销售录像机， 只要预先支付少量定金，余款在3年内按月偿还。以
下是公司最初三年运营的数据：

2008 2009 2010

毛利率 30% 40% 50%

2010年收到的来自2008年

销售的现金
$216,000

2010年收到的来自2009年

销售的现金
$288,000

2010年收到的来自2010年销

售的现金
$480,000

2010年销售总额为160万美元，一般费用和销售费用总额为40万美元。

a．计算2010年的净利润，假设收入在销售时确认。

b．计算2010年的净利润，对销售额和毛利的确认使用分期付款基础。

问题C 以下是关于Merit建筑公司长期建设项目2010年的数据：

已完工工程 未完工工程

合约价格 $20,000,000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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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前发生的成本 3,700,000 16,000,000

2010年发生的成本 11,100,000 32,000,000

未来估算成本 0 32,000,000

2010年发生的企业管理费和一般费用为200万美元，且均未被考虑为建设成本。

a.应用完成合同方法计算2010年的净收入。

b.应用完工百分比法计算2010年的净利润。

问题D 指出以下会计程序使用了哪些会计原则、假设或概念，并将其字母编号标注在程序
后。这些会计程序均是正确的。

a. 会计主体
b. 谨慎性
c. 收入确认的取得原则
d. 持续经营（连续性）
e. 交换价格（成本）原则
f. 配比原则
g. 期间成本（或费用的及时确认原则）
h. 实现原则
i. 美元币值稳定假设

1. 存货依据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进行记录。
2. 在1月份购买的一辆卡车年末时账面价值是其成本的80%，尽管其市场价值只是成本的

70%。
3. 对下年即将提供的服务预收现金40,000美元，并作为流动负债报告。
4. 董事长的薪水作为本年费用处理，尽管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计划今后两年的活动。
5. 某公司土地账面价值为435，000美元，又支付800，000美元，没有编制分录
6. 印刷信纸、支票和单据花费的8,500美元在年终时被记为流动资产，尽管它对其他科目

没有价值。
7. 一大片土地以历史成本180,000美元记录，尽管它的估价为230,000美元，而且某公司

愿意以此价格购买该土地。
8. 公司花费4,200美元租用了Craig Nelson 的卡车，并将此项开支作为费用处理。Craig

Nelson 是该公司唯一的股东。

问题E 将B列中的描述与A列中对应的科目连线。

A B

1. 财务报告

目标
a. 信息没有计量方法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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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属性特征 b. 收益超过成本

3. 相关性 c. 数量相对较大的科目必须用理论上正确的方法记录

4. 预测价值
d. 独立的计量人员使用相同的计量方法时，可以得到相

同信息

5. 反馈价值 e. 信息提高使用者预测结果的能力

6. 时效性 f. 从事财务报表工作的会计人员寻求的最高目标

7. 可靠性 g. 当信息与决策相关

8. 真实性 h. 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时应具有的特征

9. 可验证性 i. 信息显示了用户预测结果的相对成功

10. 中立性 j. 当经济活动的会计表述与实际相一致

11. 可比较性 k. 信息及时提供，以用于决策

12. 一致性 l. 信息按所要表达意思向使用者真实的表述

13. 成本效益

原则
m. 要求公司持使用相同的会计原则报告实务

14. 重要性
n. 报告信息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真实的，而且不是会计

处理不同造成的

5.9.10 备选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备选问答题A 为下列问题选出最佳答案

1. 解释并指导会计人员确认、计量、交流经济信息的一系列概念、假设和相关原则叫做（
）

1. 会计理论
2. 会计规则
3. 权责发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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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比概念

2. 下列哪项表述是错误的（ ）
1. 一些独立法人实体可以作为会计实体
2. 当美元币值完全稳定时，美元币值稳定假设才适用
3. 上市企业一般为内部管理准备月报表，为外部使用者发布季度或年财务报表
4. 如果没有周期假设，一个企业从起始到结束将只有一个时间段

3. 下列哪项表述是正确的（ ）
1. 当交易的实质与法律形式相冲突时，会计师应该按法律形式记录该交易
2. 一致性概念禁止改变会计原则，即使这样的改变更能满足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信息

的需求
3. 在复式记账法下，每笔交易记录的借方和贷方金额都要相等
4. 为特殊决定准备的特殊目的财务信息，例如是否购买一台新机器，从详细的会计

记录比从财务报表获得相关所需信息更好。

4. 下列哪项表述是正确的（ ）
1. 在财务报表中，所有资产都以历史成本进行永久计量
2. 用需要支付的现金或提供服务的价值来计量负债。
3. 会计原则仅仅源于对沿用至今的会计实务的总结
4. 会计人员可以很容易的计量资产和负债的所有改变，因为他们从来不需要估计或

计算

5. 下列哪项表述是错误的（ ）
1. 交换价格原则也叫做成本原则
2. 配比原则与收入确认原则紧密相关
3. 分期付款销售方法用于确认收入的时间早于一般收入的确认时间
4. 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时间早于完成合同法

备选问答题B Nevada房地产销售公司在Dry Creek Canyon销售它的住宅小区，合同要求很
少的即期付款，在后续几年内按月付款。以下是该公司最初三年的运营数据：

2008 2009 2010

毛利率 45% 48% 50%

2010年收到的来自XX年销

售的现金
$640,000 $800,000 $900,000

2010年总的销售额为300万美元，一般和管理费用（不包括在决定毛利率的成本中）为80万
美元。

a. 计算2010年净利润，假设收入在销售时确认

b. 计算2010年净利润，对销售和毛利使用分期付款基础

备选问答题C 以下是关于Orlando建设公司的所有长期建设项目的合约价格和成本（单位：
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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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成本

合约价

格

2010年以

前

2010

年
未来成

本

2010年完成的项

目
$46 $4 $36 $0

未完成的项目 144 24 48 48

2010年的一般和管理费用为120万美元。假设一般和管理费用没有作为建设成本建设成本处
理。

a. 使用完成合同法计算2010年的净利润

b. 使用完成百分比法计算2010年的净利润

备选问答题D 在下列情况中，会计实务处理也许有问题。说明你是否同意以下会计实务的处
理方法，并用相关假设、概念或原则来支持你的观点。

1. 公司把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在发生期间记为费用，即使他们多数时间在计划下年的活
动。

2. 没有科目记录所拥有土地的市场价值的增长（账面价值80万美元）。
3. 获得的一大片土地以实际支付的40万美元记录，即使该公司原本愿意支付60万美元。
4. 年初获得的一辆卡车在年末时按支付价格的80%列报，即使它的市场价值只有起初支付

价格的65%。

备选问答题E 选择正确答案

1. 在概念框架项目中，FASB确定的财务报表目标有几个（ ）
1. 1个
2. 2个
3. 3个
4. 4个

2. 主要的两个属性特征是（ ）
1. 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
2. 时效性和可验证性
3. 可比性和中立性
4. 相关性和可靠性

3. 会计信息的普遍约束是（ ）
1. 收益大于成本
2. 信息一定要及时
3. 信息必须是中立的
4. 信息必须是可验证的

4. 为了具有可靠性，信息必须（找出错误答案）（ ）
1. 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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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及时
3. 真实
4. 中立

5. 财务报表的基本组成是（ ）
1. 科目及其定义
2. 财务报告的目的
3. 属性特征
4. 新利润表格式

5.9.11 超越数字——批评性思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经营决策A 例A Jim Casey最近从州立大学获得了会计学学位，到一家四大注册会计师公司
工作。他在公司工作了6个月后，被派到Ling服装公司进行审计。在事业起步阶段，他对自
己具备的知识不是非常自信。他注意到，公司一些交易的记录也许违反了会计理论和通用会
计准则。

认真研究以下每项事件，说出审计员是否应该怀疑该公司应用的财务会计实务或管理层目
的。写出你的看法并陈述理由。

这个问题可以为你提供将会计理论于应用不熟悉情况的机会，也是对以后章节的预览。以下
有些情况与你已经学过的重要性相关，有的与将要在后面章节学习的重要性相关。在每个科
目后面，我们注释了它出现在哪个章节。你可以通过学习后面的章节，找出正确答案。或
者，可以使用你现在已经具备的会计理论知识来决定Casey是否应该怀疑该公司的财务会计
实务。但是，要认识到有基于折中方法的公认会计实务与本章中的会计理论意见是不一致
的。

一名资深管理人员说公司将在下一年更换所有设备，并且要用累积折旧账户的钱来支付购买
设备的费用。（3章）

公司在2010年末没有对账簿结账，因此他们可以将2011年早期的销售记为2010年的收入。
该做法的理由是2010年收益不佳。（3，5，6章）

公司基于保险目的评估建筑物。评估价值为1000万美元，高于账面价值。该公司将评估差
额借记建筑物，贷记实收资本。（5章）

公司按标价记录材料采购，而不是总的销售价格。（6章）

货物从供应方用船运到公司，目的地离岸价交货，记入材料采购的借方。但期末存货中没有
包含这批货物，因为它们还没有到达。（5，6章）

在年末的实际库存中，公司有些科目计算了两次。记录存货清单的人说在去年的实际库存中
他忘记了某些科目，在今年把有些条目计算两次可以弥补遗漏的去年的科目，这样今年的净
利润才是正确的。（7章）

公司将存货的计价方法从先进先出法转换为后进先出法。之前年份是从加权平均法转换为先
进先出法。公司对此频繁改变给出的解释是为了降低联邦所得税。但财务报表中没有说明这
一转变。（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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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末事情很多，会计人员没有努力使公司账面账户与银行帐户保持一致。他给出的原因
是银行可能没有出错。银行存款余额低于账面余额，所以会计人员将差额借记杂项费用，贷
记现金。（8章）

当某客户未能偿还到期债务，会计人员将不可收回的差额借记坏账准备，贷记应收账款。用
这种方法注销的数量很大。（9章）

一台已经折旧完的机器仍然在使用。会计人员将这项资产和它的相关累计折旧保留在账面
上，停没有继续计提它的折旧，而且没有修正早些年的净利润，也没有减少累计折旧。

会计人员说虽然发展新产品发生的研发成本会在未来获益，这些成本必须在发生当期作为费
用记录。本年20万美元的研发成本记入了费用账户。（11章）

用一辆旧卡车换一辆新的卡车，因为旧卡车的转换价值高于账面价值，所以交易中的收益记
入了利得。（11章）

公司支付费用获得某专利权，可以在指定地理区域内运营60年。会计人员将该项无形资产的
摊销寿命定为60年。（11章）

公司租用一栋建筑，还有一份租赁合约有效期15年。公司对建筑物做了一些改造，因为改造
受益期将持续30年，所以在30年内将改造成本摊销完。（11章）

年度报告分析B 参考有限公司年报中的“重要会计政策总结”，列出讨论的政策。对于每一项
政策，写出公司试图传达什么。

道德标准——一个写作经验C 参考科目“一个道德观点：Maplehurst公司”，回答以下问题。

该情况下的管理是否符合道德标准？解释理由。

会计人员相信管理者的地位不能被成功保护是对的吗？解释理由。

小组作业D 2到3名学生一组，到图书馆查找一份某公司最近一年的年报（或者可以从SEC's
EDGAR网站下载，网址是www.sec.gov/edgar.shtml)。检查“会计政策总结”，它是紧跟着财
务报表的“财务报表说明”的一部分。以小组为单位写一份备忘书交给指导老师，详述公司的
重要会计政策。备忘书的标题包括日期、知道教师、作者和主题。

小组作业E 1到2名学生为一组利用图书馆资源，写一篇关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历史和业
绩的文章。该委员会主要负责用于建立私营部门财务会计的会计标准和原则。它成立于
1973年，取代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会计原则的功能。一定要注明引用资源并合理直
接引用。

小组作业F 每组学生获得一份美国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的“改进企业报告——顾客
导向”报告（1994）。图书馆也许有副本。如果没有，可以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获得
[Product No. 019303, OrderDepartment, AICPA, Harborside Financial Center, 201 Plaza
Three, Jersey City, NJ 07311- 3881] [Toll free number 1-800-862-4272; FAX
1-800-362-5066]。写一份报告向该委员会提出建议。一定要注明引用资源出处并合理引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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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2 互联网的使用——对现实世界的观察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通用电气的网站：http://www.ge.com 找出列于财务报告版块下的年报和财务报告说
明。复印一份重要会计政策总结。写一份简短的报告，总结你的发现。

访问Oracle的网站：http://www.oracle.com。

单击“about”,然后单击“Investor Relations”下的“Detailed Financials”。查看最近一季度财务
报表的说明。写一份简短的报告，总结你的发现。

5.9.13 自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正误

1. 错误。业务实体的概念假设每一个企业独立于除其所有者、债权人、员工、顾客和其
它的利益相关群体、其他业务体。

2. 正确。会计人员应该记录一项交易的经济实质而不是法律形式。

3. 正确。权责发生制通过匹配费用及它们创造的收益。，力求努力和成就相匹配。

4. 错误。特例包括销售收入确认的分期付款基础和长期建设项目的完工百分比法。

5. 错误。非重要性科目需要记录，但可以用理论上错误的方法记录（例如将可以使用多年
的废纸篓的成本费用化处理）

6. 正确。相关性和可靠性是两个主要特性。

多项选择

1. c 配比原则是会计的一个主要原则，而不是假设。
2. b 一致性概念要求公司一直使用相同的会计原则报告实务。
3. b 通常，会计师直到卖方从买方获得收款的权利时才确认收入。
4. b (300万美元/100万美元) X1500万美元=450万美元
5. a 周期性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修订性惯例。
6. b 分类，即是数量特征不是概念框架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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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6 经济业务处理

6.1 存货与分类损益表（多步式损益表）的说明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记录涉及商品销售交易的会计分录。
• 简要描述商品销售成本和存货永续盘存与定期盘存的差别。
• 记录中涉及商品购买交易的会计分录。
• 描述运输条款和记录运输成本。
• 决定商品销售成本。
• 准备分类损益表。
• 分析和运用财务业绩——毛利百分比。
• 为一家商品贸易公司准备试算工作底稿以及相关结账分录（附录）

6.1.1 作为一名执行总裁（CEO）的工作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你是一名领导者吗？你想在某一天成为你所在公司的执行总裁么？那么，你应该考虑取得一
个会计学学位。会计学领域的认知能够极大地体现出一个人的领导潜质。学会计的学生有较
多的工作机会，获得的起始报酬最多的也是最有可能向别人展示出自己领导才能的人。招聘
公共会计（即审计、税务、咨询）和私有会计（即财务报告、成本会计、财务分析、内部审
计）都证明了对学生领导潜能的偏爱。

幸运的是在大学招聘中你不需要通过经营一家公司来证明你的领导能力。好的领导潜力会在
履历中显示出来，例如成功的组织一次募捐，积极的参与学生会，或者在小组工作中担任领
导职能。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一份履历，你应该去学校的职业规划中心，请他们帮助你准备一
份。许多和你相同水平的同学已经拥有了一份履历，他们可以慢慢修改使之完善。一份好的
履历对寻找实习机会和兼职工作很重要，当然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这个道理也适用。

你知道在美国许多大型的制造企业、销售企业和服务性组织的CEO们都拥有会计学学位吗？
JPMorgan Chase公司的James Dimon，Southwest Airlines公司的Gary C.Kelly,NIKE公司
的Phil Knight,Conocophillips公司的James J. Mulva，PepsiCo公司的Indra K. Nooyi他们都
有会计学的学位证书，会计学专业如此的重要已经变得不再让人那么惊奇，因为会计学为商
业活动提供了一个杰出的基础。在你优秀的会计学知识和不断进步的领导能力下，有朝一日
你自己也会成为一名执行总裁。

你的会计学学习过程从最简单的行业也就是服务性行业开始。现在要准备将会计学应用过程
转向比较复杂的销售行业，虽然基本的会计学原理也适用于销售行业，但是在销售行业中所
需要的会计学知识需要用到一些额外的账户技巧来记录销售和采购。

通常情况下商品从生产厂家到最终消费者的流通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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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通常将原材料加工成商品，将它们销售给批发商，在经过包装和贴商标等过程之后，
批发商将这些商品再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将商品卖给最终的消费者。流程中间的两个框代表
了销售公司。这些销售公司购买最终的成型商品然后转售。

圖表 6.1 服务公司和销售公司损益表的简要比较

本章从比较服务性公司与销售公司损益表的不同开始。然后，我们描述（1）如何记录与商
品相关的交易（2）分类损益表（3）毛利百分比。最后，在附录中我们讲解销售公司的试算
表和结账程序。

6.2 服务公司和销售公司损益表的比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圖表 6.1中我们比较了在服务公司和销售公司收入的主要分类。为了决定收益率或净利
润，一家服务公司扣除了收入引起的总费用。一家销售公司是一家更加复杂的企业，因此，
它有一份更加复杂的损益表。

正如圖表 6.1中所体现的销售公司必须从收入中扣除了售出商品的销售成本以获得毛利润，
然后再扣除其他费用。销售公司的损益表包括三个主要部分：（1）销售收入，也就是来源
于公司卖出的所有商品所得的金额（2）商品销售成本 ，这一项显示公司为商品销售付出的
成本；（3）费用，公司商业活动运行中需要的其他相关费用。

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我们来讨论销售公司损益表的前两个主要部分，第三部分（费用）类似
于我们在前面章节中阐述的服务公司的费用。在学习这些章节的过程中，考虑销售损益表中
各部分是如何彼此相互关联的，以及如何计算出最后的净利润或净亏损以表明公司的盈利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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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销售收入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品销售发生在两方之间。卖方把商品转交给买方从而获得现金或者是付款承诺。这种交换
就是一种简单的商业交易。卖方通过出售商品来获得收入，这种通过现金或者应收账款形式
的资产流入来自将商品出售给顾客。

在圖表 6.1中我们展示了一种简单的损益表，以强调它的主要部分。下面我们来描述一下由
会计人员制备的更加完整的损益表。我们用来举例说明的销售公司是hanlon食品零售店。这
一章节向我们解释了如何记录销售收入，包括商业折扣的影响。然后，我们解释如何记录销
售收入中的扣除部分——销售折扣和销售退回与折让（圖表 6.2）。剩下的数额是净销售
额。公式是：

净销售额=销售总额-（销售折扣+销售退回与折让）

圖表 6.2 销售公司的部分损益表

圖表 6.3 发票

在销售交易过程中，卖方将自己对商品的合法所有权转移给了买方，通常情况下实物交割与
商品销售同时发生。一种被称为发票（卖方为销售发票，买方为购货发票）的商业证明成为
记录这次交易的根据。

发票是由商品销售商准备的给予消费者的凭证。发票中包含了这次交易的详细内容，例如销
售数量、单价、总价、销售条件和运输方式。零售公司在出售商品时准备发票。一家向零售
商供应货物的批发公司，在运输部门通知会计部门它已经将商品发给零售商时准备发票。圖
表 6.3就是一个批发商在将商品出售给零售商时提供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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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发票作为原始凭证，批发公司在销售时确认销售收入：

• 卖方已经将商品的合法权利转交给了买房，与商品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已经归买方所有。
• 卖方已经确定了商品的卖价
• 卖方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 卖方已经将商品转换成了另外一种资产，例如现金或者是应收账款
• 卖方可以决定商品销售成本

公司的每一次商品出售过程都是一次获得收入的过程。这种收入增加了称为销售额的收入帐
户。回想第二章中贷方增加收入。所以，公司把销售额记入贷方。

通常情况下交易通过现金或者赊销的方式进行。当一次交易是现金交易时，公司把销售收入
账户记入贷方，把现金记入借方。例如，下面介绍了20,000美元的现金销售记录：

现金（+A） 20,000

销售收入（+SE） 20,000

当销售为赊销时，销售额记入贷方，应收账款记入借方，下面的分录记录了20,000美元的赊
销收入：

应收账款 （+A） 20,000

销售收入（+SE） 20,000

通常情况之下，卖方引用了出售给买方的总价格也就是所谓的发票价格。然而，有的时候卖
家也会引用标价和商业折扣。在后面这种情况下，买主就必须要计算总价格。标价减去所有
的交易折扣就是总售价。销售公司依据总售价将销售额记入贷方。

会计视角：技术的运用
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存有相关的数据——例如月销售数据（售售人员、消费

者、产品和销售数量）——而在实际应用中相互独立。一旦你将这些信息精确

地输入给数 据库管理系统，就可以利用某些命令来完成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曾

经将何种产品卖给了哪些顾客？个别销售员的商品销售量？你也可以打印出一

张依据ZIP密码、 字母表或销售员储存的顾客清单。

商业折扣是从规定的标价或目录价格中按照百分比削减价格或进行折扣的销售方式。公司运
用商业折扣的目的：

• 削减印制目录册的成本。卖方可以长时间的运用印刷有某一标牌价格的目录册，当商品
价格需要变动的时候再把各自折扣的清单交给销售员。

• 允许大批量折扣
• 对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不同的价格，例如批发商和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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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的发票可能会标明商业折扣。然而，销售方在自己的账目中却不记录商业折扣，因为折
扣只是用于计算总销售价格。商业折扣也不会出现在购买者的账目上。为了说明这些情况，
假定某张发票含有以下数据：

标价 200套游泳衣单价$24 $4,800

减去：商业折扣30% 1,440

发票标注价格（总销售价格） $3,360

卖方记录3,360美元销售额。买方记录3,360美元采购额。因此，卖方和买方都不会将标价和
商业折扣记录在他们的账目中。

有的时候商品标价会有一系列商品折扣，这一系列的折扣叫做连锁折扣。当一个批发商因为
接受的一系列服务，例如包装和分配，收到两种商业折扣时，就存在连锁折扣。当多于一种
折扣时，买方利用每个折扣使余额递减。如果一件商品标价为100美元，经过两次分别是
20%和10%的商业折扣后，总销售价格（发票价格）是100美元－0.2 X（100美元）=80美
元；80美元－0.1 X（80美元）=72美元。计算如下：

标价 ﹩100

减20% -20

$80

减10% -8

总销售价格 $72

你也可以将标价与折扣后剩余百分比相乘得到相同结果，例如20%的剩余数是80%，因为
20%+80%=100% 。同理10%的剩余数是90%。因此最后的总销售价格应该是100美元 X 0.8
X 0.9= 72美元。

销售总额中两个一般扣减项目是（1）销售折扣（2）销售退回及折让。买方将这些扣减项目
记入销售收入的对销收入账户。抵消帐户有正常余额，与其要扣减的账户的余额方向相反。
例如，销售额账户通常有贷方余额，商业折扣账目户和销售退回与折让有借方余额。下面我
们就介绍记录这种对销收入账户的方法。

销售折扣不论何时公司销售商品时，都会在发票中明确注明支付条目。例如，在圖表 6.3中
发票上有一个支付条目为“付款期限30天”。

“付款期限30天” 有的时候也写作“n/30”。不论哪种方式，这个条目意味着买方也许不能够获
得商业折扣，而且必须在2010年12月19日（发票日期）或之后三十天之内，即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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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按发票全额（20，000美元）付款。在圖表 6.3中，如果最后条目标注的是“n/10/
EOM”（EOM代表月末），买方也许不能获得折扣，而且在销售月份的下一个月的第十天之
前，即2011年1月10日前付款。不同行业的信贷条款不同。

在有些行业中，为了让购货方提前支付货款，信贷条款中可包括1%到3%的现金折扣。现金
折扣应从发票价格中减去，且折扣只有购货方在规定时间内付款时才会发生。现金折扣不同
于商业折扣，现金折扣是从立即付款的发票的总销售价格中减去。相反，商业折扣是从标价
中减去来决定总销售价格（发票价格）。卖方把现金折扣称为销售折扣，而买方把它叫做采
购折扣。公司经常用以下方式描述现金折扣：

• 2/10,n/30——意味着如果买方在发票日期之后的十天之内付款，可获得发票价款2%的
减免;如果没有在折扣期间内付款，则必须在发票日期之后的30天内支付全部发票金
额。

• 2/EOM,n/60——意味着如果买方在交易发生的月底之前付款，可获得发票价款2%的
减免；如果没有在折扣期间内付款，则必须在发票日期后的60天内支付全部发票金
额。

• 2/10/EOM,n/60——意味着如果买方在交易发生时间的下一月份的前十天内付款，可
获得发票价款2%的减免；否则必须在在发票日期后的60天内支付全部发票金额。

销售方在买方支付货款前不能记录销售折扣，因为他们不确定买方会在什么时候付款。买家
将获得的现金折扣会减少销售方可从商品销售中获得的现金，所以卖方必须在会计记录中对
这项事实予以说明。下面的分录举例说明了如何记录销售及之后的销售折扣：

假设在7月12日，某公司出售价值2,000美元的货物，条款为2/10,n/30。在7月21日（发票
日期的九天后），该公司收到了一张金额为1,960美元的付款支票，则卖方的记账分录如
下：

7月12日 赊销记录 发票条目 2/10,n/30

应收账款（+A） 2,000

销售收入 （+SE） 2,000

7月21日 收款记录，扣除折扣

现金（+A） 1,960

销售折扣 （-SE；收入抵消帐户） 40

应收账款 （-A） 2000

销售折扣账户是销售收入账户的一个对销收入帐户，而不是直接扣减销售收入账户。在损益
表中，卖方要从销售总额中减去这个对销收入帐户。卖方使用销售折扣账户，管理者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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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查销售折扣的数据来评价公司的销售折扣政策。但要注意的是，销售折扣账户不是在
收入发生时发生的费用。账户的目的是减少销售收入账户额，确认真实的销售收入。

销售退回与折让销售公司一般允许顾客退换有缺陷或者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满意的商品，例
如，颜色错误、尺码错误、款式错误、数量错误和产品质量较差等。事实上，当他们的政策
是为了确保顾客满意时，一些商家就允许顾客退还他们不喜欢的商品。销售退回是指购买方
退还给卖方的商品。卖方和买方都将商品退还看做是此次交易的取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顾客依旧持有不太满意的商品，卖家给以一定的价格折让。销售折让在买家依旧持有由
于各种原因令他们不满意的商品时，销售方对初始发票价格的扣减，这些原因包括质量欠
缺、损坏、运输途中的毁坏等。当商家同意接收退货或同意给以商品折让时，其会发给买方
一份货项通知单，即减少对买方的应收款项。货项通知单是一种提供当事人姓名和地址的文
件，并且注明了商品减价的额度及原因，也是记录商品退回和折让的基础。

理论上讲，由于卖方扣减了销售商品的部分价款，所以可以将销售退回和销售折让记入销售
收入账户的借方。

然而，由于销售退回和销售折让是对管理有用的信息，所以应当单独列示。商品销售退回和
折让的数额可以显示出商品的质量（高退回率相当于低质量）和销售人员承受的压力（高退
回率相当于高销售压力）。因此，卖方在销售退回与折让账户分别记录销售退回和销售折
让。销售退回与折让账户是记录买方退回商品的价格或销售价格的扣减额的对销收入账户。
（一些公司将销售退回账户和销售折让账户分离，但本书没有）。

以下是两个在销售退回与折让账户中记录销售退回和销售折让的例子：

• 假设一名客户退回价值300美元的商品。如果货款尚未支付，则会计分录为：

顾客退货的记录

销售退回与折让（-SE） 300

应收账款（-A） 300

• 假设这名客户在退货前已支付货款，且卖方给予了一定的现金折扣，则贷方应为现金账
户，而非应收账款。如果客户支付货款时享受了2%的现金折扣，则公司退还给顾客的
金额为销售价格减去销售折扣。例如，如果一名顾客退还售价为300美元 的商品，而且
付款时享受了2%的现金折扣，则会计分录为：

记录已经享受现金折扣的顾客退货，给与现金退款

销售退回与折让（-SE） 300

现金（-A） 294

销售折扣 （+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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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退回和折让的账户的借方是退回商品的全部价款，贷方6美元减少了销售折扣账户的余
额。

下面我们来介绍在销售退回与折让账户中记录销售折让的方法。假设一家公司答应给予顾客
由于包装不当而给顾客造成了损失400美元的折让，如果顾客尚未支付货款，则会计分录
为：

记录由于商品损坏的销售折让

销售退回与折让（-SE） 400

应收账款（-A） 400

如果顾客已经支付货款，则贷方应该用现金代替应收账款，如果顾客在支付货款时享受了
2%的折扣优惠，商家只需退给顾客392美元的现金净额。销售折扣的8 美元记入贷方，相关
分录如下:

顾客已支付货款并享受2%折扣时的销售折让记录

销售退回与折让（-SE） 400

现金 （-A） 392

销售折扣 （+SE） 8

圖表 6.4 部分损益表

*此图与圖表 6.2相同，在这里重述以便于应用

圖表 6.4显示了一个公司如何在损益表中报告销售额、销售折扣和销售退回与折让。通常情
况下，公司年度报告中的损益表常常以净销售额开头，因为销售细节对财务报表的外部使用
者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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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视角: 商业洞察力
在检验公司的销售循环过程时，管理人员和财务数据使用者应重视引发销售数

据变化的季节因素。例如，销售个人电脑及相关产品并提供服务的一家国际零

售商，在其年度报告中应该包含与下一段内容措辞类似的季节性描述。

季节性

基于历史经营情况，公司认为其运营状况是季节性变化的。剔除新店开张的影
响后，第一和第四季度的净销售额和利润一般低于第二和第三季度。

大部分零售商的年收入发生在从感恩节到圣诞节这段期间。他们试图将存货量

控制在恰好能满足顾客需求的水平。由于精确估计需求量非常困难，许多零售

商在旺季过后仍有大批货物未售出。处理这些商品的唯一的办法是在旺季之后

提供大额折扣。

6.4 商品销售成本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销售公司损益表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商品销售成本。商品销售成本是卖方出售给买发的商品
的成本。对于一个销售公司来说，商品销售成本是相当大的一笔消耗。所有的销售公司都有
一定数量的库存商品以出售给顾客。库存商品是指在任何给定时间都可以出售的商品。商品
销售成本取决于以下因素（1） 期初存货 （2） 净采购成本 （3） 期末存货。

看圖表 6.5中HANLON食品零售店的损益表中商品销售成本部分。2010年1月1日库存商品
为24,000美元，该年净采购成本是166,000美元。因此，HANLON食品零售超市在2010年就
拥有了价值19万美元的待售商品。2010年12月31日库存商品净额为31,000美元，即没有卖
出的商品。从HANLON食品零售超市2010年可销售商品中减去未售出存货（期末存货），
商品销售成本为159,000美元（190,000美元－31,000美元）。理解了这层关系后，就可以
判定损益表中的商品销售成本了。

圖表 6.5 HANLON食品零售超市销售成本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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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判定商品销售成本，会计人员必须有精确的商品库存数据。会计人员利用两种方法来确
定商品存货数额---永续盘存制和定期盘存制。我们对永续盘存制在这里仅作简单介绍，在下
一章我们将做重点讲解并将它与定期盘存制进行比较。

在讨论存货清单时，我们需要弄清楚是否涉及有形货物或库存商品账户也就是库存货物的财
务表现形式。永续盘存制与定期盘存制的区别在于库存商品账户反映库存有形货物的更新程
度。在永续盘存制中，库存商品账户是连续更新以反映当前货物的库存状况。例如，超市利
用一种检测装置来确定你购买的东西。当顾客Rice Krispies经过检测装置时库存商品账户就
减少了一件商品。

在定期盘存制下，库存商品账户的更新是周期性进行的，且在实地盘点后更新。通常情况
下，这种盘点在准备财务报表前进行。

永续盘存制在许多的商业运作中都运用这种方法。从经验上看，商品销售单价很高的公司，
例如汽车、家具、设备等都运用永续盘存制。现今，电脑控制的现金出纳机、检测装置和会
计软件等都可以自动的跟踪每一存货项目流入流出的最新状态。计算机化控制让零售商人在
销售低单价产品时使用永续盘存也很经济，例如生活用品。

在永续盘存制下，库存商品账户通过显示理应为库存商品的商品销售成本，便于商家严密控
制。公司把库存商品账户的每一次采购记入借方，每一次销售记入贷方，这样当期结存就可
以随时显示在账目上。通常，公司也有详细的单位记录，以显示各类库存商品数量。公司的
员工也要进行实地盘存，然后将实测数据与账目记录的数据相比较。第七章更加详细的描述
了永续盘存制。

定期盘存制库存系统尚未计算机化且卖出的商品都是单位价值较低的商品的销售公司，经常
发现若是采用永续存盘制，保持更新库存数据的成本将会超过收益。鉴于这种情况，这些销
售公司常常采用定期盘存制。

采用定期盘存制的情况下，公司不必用库存商品账户来记录每笔商品交易的售出和购进。相
反，销售公司依据在会计结算期的期末所得到的实地盘存数据来更正库存商品账户余额，而
且，公司也没有其他记以表明库存商品的精确数量。定期盘存制缩减了存货的持续记录成
本，但也削弱了对存货项目的控制力。

应用定期盘存制的公司没有库存商品账户的分录，也没有会计期间的商品数量记录，所以这
些公司没有可以与实地盘存数据比较的随时更新的库存数据。同样，这些公司不能随时根据
商品的销售状况来判定每笔销售交易的商品销售成本。相反的，他们在每个会计期期末计算
该期间所有的商品销售成本，要判定商品销售的成本，公司必须知道的有：

• 期初存货（期初库存商品成本）
• 销售期间的净采购成本。
• 期末存货（期末未售出商品的成本）

公司应该出示如下的信息：

期初存货 $34,000

加：期间净采购成本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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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可销售商品成本 $174,000

减：期末存货 20,000

期间商品销售成本 $154,000

从这张清单上，可以看出该公司在会计年度开始的时候有总成本为34,000美元的商品，期间
又购进了价值140,000美元的商品，所以共有价值为174,000美元的商品待售。而后的实地
盘存数据有显示剩余的商品库存额为20,000美元，这就表明在该期间共卖出了154,000美元
的商品。然而，而由于没有实际销货成本的记录，这个数据并不是最精确的商品销售数据。
定期盘存假定在销售期末会计汇总的时候所有不在仓库内的商品都已经售出。这种方式忽略
了由于损坏和丢失导致的存货减少情况，因为库存商品账户余额没有日更新记录以用于在会
计期末与实地盘存数据相比较。

依据定期盘存制，销售公司用采购账户来记录用于再次销售的当期外购商品成本。采购账
户，借方代表增加，列示在利润表中。

为了说明采购账户的分录，假设Hanlon食品零售超市从Smith批发公司购买过两次商品，5
月4日购买了价值30，000美元的商品，未付款；5月21日购买了价值20,000美元的商品且是
现金支付。那么Hanlon的期间会计分录应该是：

5月4日 购买商品未付款

采购 30,000

应付账款 30,000

21日 购买商品现金支付记录

采购 20,000

现金 20,000

购买方从采购额中扣除采购折扣和采购退回与折让以获得采购净额，会计人员在采购账户的
抵消账户中记录这些科目。

采购折扣通常情况下公司以赊购方式购买商品，如果在特定期限内付款，按照一定的条件可
获得一定的现金折扣。假如对于Hanlon公司5月4日的信贷条件是2/10,n/30. 如果Hanlon公
司在5月14日之前付款将会获得2%的折扣，Hanlon必须支付的金额就是29,400而不是
30,000的应付账款，5月14日支付应付账款的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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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折扣期付款记录

应付账款 30,000

现金 29,400

采购折扣 600

购买者只有在折扣期间内付账而且获得相应折扣时才能记录采购折扣。采购折扣账户是采购
账户的抵扣账户，将外购产品从发票价格减至实际支付价格。Hanlon在损益表中报告采购
折扣，作为采购账户的扣减额。

公司以发票上货物的价格做为基础进行折扣。如果发票上列示有采购退货与折让，则必须在
计算采购折扣前从发票价格中扣除。例如，在以前的某次交易中，外购商品发票价格是
30,000美元。如果Hanlon公司退还了2000美元的商品，则销售方将在28,000美元的基础上
计算采购折扣。

现金折扣暗含的利率为了决定是否应该通过现金付款或借贷付款以获得现金折扣，可以做一
个简单的分析，假设某应付票据10,000美元，付款条件为2/10,n/30,即30天内付款需支付
10,000美元，10天内付款，只需支付9,800美元。在最终截止日期20天前内付款，可获得
200美元的折扣。以年利率12%借款9,800美元，20天内的利息费用为65.33美元，计算公式
（9800美元*0.12*20/360）。在折扣期内通过借款支付应付票据可节省134.67美元（200
美元-65.33美元）。

从年利率方面来看，20天2%的折扣率相当于每年36%的利率。计算公式为：

等价年利率=﹝一年总天数(假设360天)/折扣期限末到到期日之间的天数﹞X折扣百分比；

（360/20）*2%；

利用这个公式你可以计算出现金折扣的近似等价利率，因此，一家公司可以通过承担36%以
内{（360/20）*2%}的借款利息来获得2/10,n/30的现金折扣， 1/10，n/30的等价利率为
18%。

采购退回与折让采购退货源于买方将商品退还给销售方。当买方获得运输商品的价格扣减
时，就产生了采购折扣。然后，购买者通常以借项通知单的方式告知销售方对应于其的应付
账款减少（借记应付账款）。买方一般会以一份借项通知单为原始凭证来记录退货或折让，
或者等待确认一般是来自销售方的信贷通知。

退货和折让都减少购买方需偿还的债务，也减少了商品的购物成本。购买方想在第一时间知
道退货和折让的数据以便控制退还不满意商品或商议采购折让所需发生的成本。由于上述原
因，购买方通常设立独立的采购退回与折让账户以记录采购退回与折让。如果Hanlon公司
在付款前退还给Smith批发商价值350美元的商品，将会有这样的会计分录：

应付账款 350

采购退回与时折让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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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记录350美元折让的会计分录相同，只是注释会发生改变。

如果Hanlon公司已经支付了货款，则借方用现金账户代替应付账款。因为，Hanlon公司将
会收到相应现金退。如果公司付款时享受了折扣优惠，那么只有净付款额将会被退回。例
如，如果付款时有2%的折扣，Hanlon公司的退货会计分录应为：

现金 343

采购折扣 7

采购退回与折让 350

采购退回与折让是采购账户的抵扣账户，在损益表中它作为采购账户的扣减部分处理。当采
购折扣和采购退回与折让都从采购账户中被扣除后，所得的结果就是净采购额。

运输成本也是商品销售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理解如何计算商品的运输成本，必须知道
下面几项内容：

• 起运地离岸价交货（FOB shipping point）指起运地交易价格不含运费，购买方需支
付在起运地将货物装运以后所发生的全部运输费用。因此，由购买方承担货运费。

• 目的地离岸价交货（ FOB destination）指目的地交易价格不含运费，销售方将商品
运输至目的地，且不向购买方收取费用。因此，由销售方承担运输费用。

• 产权转移是一种说明将商品法律所有权转移的科目。与商品相关的权益一般在商品运输
后从销售方转移给购买方。当货物以起运地离岸价交货的方式交易时，商品权益在起运
地发生转移；以目的地离岸价交易时，商品权益在目的地发生权益。

• 运费预付（Freight prepaid）意味着销售方应当在商品装货时交付运费。
• 运费到付（Freight collect）表明购买方必须在商品到达时支付商品的运费。

为了说明这些科目的作用，假设以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付的方式运输货物。因此，购
买方需承担100美元的运输费用。销售方不对运输费用做会计分录，购买方应编制的会计分
录为：

购进商品的货运费支付记录

购进商品运输 100

现金 100

购进运输账户用以记录所得商品成本内含的运输费用。购进运输是一个附属账户，与净采购
额相加可得净采购成本。附属账户与另一账户（本例中为采购账户）密切相关，在财务报表
中将其余额累加到相关账户余额中。由此可联想到，抵扣账户即为附属账户的相反账户。在
财务报表中，购买方会从相关固定资产账户中扣除抵扣账户余额，例如累计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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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货物交易方式为目的地离岸价交货，运费预付，则由供货商承担并支付运费。由于供货
商不能将商品的运费清单提供给购买方，所以购买方账簿上没有相关的运费记录。然而，毫
无疑问，销售方在商品的卖价中已经包含了商品的运费成本。销售方的相关会计分录为：

卖出商品运费记录

运输费用（或销货运费） 100

现金 100

目的地离岸价交货时，供货商将，供货商家将运费成本记入运输费用账户，供货商将会把运
输费用和其他的销售费用一起记录在损益表中。

离岸价科目在会计期末结算中尤其重要。商品在运输过程中属于销售方或属于购买方，其中
一方必须在期末存货账户中包含这些商品。以目的地离岸价交易的商品在运输途中归销售方
所有，由此销售方需将这些商品包含在期末存货中。以起运地离岸价交易的商品在运输途中
归购买方所有，由此购买方需将这些商品包含在期末存货中。例如，假设一名供货商在
2009年12月30日将货物装运，货物到达目的地时间是2010年1月5日。如果条目上所注明的
是目的地离岸价交货，则销售方将这批货物包含在2009年12月31日的存货账户中，且在
2010年1月5日前双方都不记录这次交易。如果条目注明的是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这批货物包
含在2009年12月31日的存货账户中，而且交易双方都将这笔交易记录为2009年12月30日的
业务。

有时供货商为了方便客户将会预付运费，尽管这笔运费最终会有买方承担，购买方将会偿还
供货商其所代垫的运费。例如，假设wood公司出售给loud公司一批商品，起运地离岸价交
货，运费预付。运费为100美元，则双方应编制的会计分录：

买方-Loud公司 卖方-Wood公司

购进运输 100 应收账款 100

应付账款 100 现金 100

编制这类分录是很有必要的，因为Wood公司在不应当承担运费成本时，却支付了运费。因
此，Loud公司必须偿还这笔费用。如果是购买方替供货方支付运费（目的地离岸价交货，
运费到付），则在最后支付货款时将会从总金额中扣除运费，相关分录如下：

买方-Loud公司 卖方-Wood公司

应付账款 100 运输费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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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100 应收账款 100

采购折扣是在购买价格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购买方所欠销货方的不能进行折扣，即使购
买方是在商品折扣期付款。我们在圖表 6.6中对这些运费项目以及相关的会计分录进行了总
结。

库存商品是指企业当前拥有的可在任何时间出售的商品。为决定在任一会计期间的商品销售
成本，管理层需要库存信息。管理层必须知道在期初的存货成本（期初存货）、期间净采购
成本和期末的库存商品成本（期末存货）。由于前一期间的期末存货就是当前期间的期初存
货。所以，管理层已经知道了期初存货的成本。公司记录当前期间的采购额、采购折扣、采
购退回与折让以及购进运输费用。因此，管理层只需决定期末库存商品成本以计算商品销售
成本。

进行实地盘存在定期盘存制下，公司根据实地盘存量来决定期末库存商品成本。进行实地盘
存包括计算各库存商品的库存数量。为计算存货成本他们将各种商品的单位成本与数量相
乘。然后，将所有种类的商品成本相加得到期末库存商品成本。

在进行实地盘存时，无论商品存放在哪里，公司员工必须认真的计算公司拥有的所有商品数
量，并将它们算入商品库存。

圖表 6.6 运输环节条目总结

说明：

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付——应由买方承担并支付运费。买方支付运费后，借记购进运
输，贷记现金；

目的地离岸价交货，运费预付——应由卖方承担并支付运费。卖方支付运输费用后，借记运
输费用，贷记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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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预付——买方承担运输费用，卖方预先支付运费。买方必须将运费
偿还给卖方。卖方支付运费后，借记应收账款，贷记现金。买方收到运费已付通知后，借记
购进运输，贷记应付账款。

目的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付——卖方承担运输费用，买方垫付运费。买方从所欠卖方款项
中扣除垫付运费。买方垫付运费后，借记应付账款，贷记现金。卖方收到运费已付通知后，
借记运输费用，贷记应收账款。

所以，公司应当运送给潜在客户的商品包含在存货中。同样的，公司不能将受托代销商品
（支付商品委托其他团体出售的商品）记录成自己的卖出商品。这些商品在售出前仍然属于
委托方，应当在委托方的库存清单中列示。

在途物资是指在存货计量日仍由运输公司持有的商品。如前面所述，如果商品为起运地离岸
价交货且所有权已转移给买方，则买方应在会计期末将其作为采最终承担运费的一方所有。

当会计结算人员知道了期初存货成本和期末存货成本以及组成净采购成本的多个科目时，就
可以计算出商品的销售成本。为了说明以上内容，假设Hanlon食品零售超市2010年12月31
日相关账户余额如下所示：

2010年1月1日库存商品 $24,000

采购额 167,000

采购折扣 3,000

采购退回与折让 8,000

购进运输 10,000

经过实地盘存，Hanlon公司在2010年12月31日的库存商品额为31,000美元。然后，
Hanlon公司的商品销售成本计算如圖表 6.7所示。此计算过程列示在损益表中净销售额的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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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7 Hanlon食品零售超市的商品销售成本

在圖表 6.7中，Hanlon公司的期初存货（24，000美元）加上净采购额（166，000美元）
就是可供出售商品成本（190，000美元）。从可供出售商品成本中减去期末存货就得到商
品销售成本。

另外一种展示这种关系的简图如下：

期初存货和净采购成本共同组成了可供出售商品的成本。Hanlon公司又把可供出售商品成
本分成了两部分，即期末存货（未售出商品成本）和商品销售成本。

继续圖表 6.7中的计算，净采购成本（166，000美元）等于采购额（167，000美元）减去
采购折扣（3000美元）、采购退回与折让（8000美元），加上购进运输（10，000美
元）。

如圖表 6.7所示，在利润表中，期末存货成本（库存商品）作为可供出售商品成本的扣减部
分以计算商品销售成本。在资产负债表中，期末存货成本（库存商品）也作为一向流动资产
列示。

公司应用定期盘存制是因为它简单而且相对成本较低。然而，这种方法对库存量的控制程度
较低。公司假定任何最终不在库存中的商品都已售出。因此，他们对商品销售成本的估计是
错误的，因为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商品被盗等。

为了说明以上内容，假设可供出售商品成本为200,000美元，而期末存货为60,000美元。这
些数据表明商品销售成本为140,000美元。现在我们假设该年中有价值2，000美元的商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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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途中消失。如果这些商品没有被盗，期末存货应当是62,000美元且只有138,000美元的
商品售出。因此，根据定期盘存制计算出的140，000美元的商品销售成本既包括销售给顾
客的商品成本也包括被盗商品的成本。

会计视角: 技术应用
许多公司都会建立局域网将其雇员、顾客和供货商连系在一起。这些因特网内

的网络称为公司内部局域网。如果把因特网比作一个大宇宙，局域网就可以比

作宇宙中 的一个星系。公司局域网的建立不受外部使用者的影响。例如，这些

网络的设计可以抵御电脑黑客和未知人员的侵入。这种内联网软件被设计成可

以保护商业财政交 易形式。

6.5 分类损益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前面章节，我们对未分类（或单步式）损益表做过特别说明。未分类损益表只由两部分构
成——收入和费用。相比较而言，分类损益表将收入和费用划分成营业和营业外科目。报表
又将营业费用分为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分类损益表又称为多步式利润表。

在圖表 6.8中，我们展示了Hanlon零售超市的分类损益表。这张损益表中使用了前面曾列示
过的销售数据（圖表 6.4）和商品销售成本（圖表 6.7），以及一些额外假定的营业费用和
其它收入与费用数据。在圖表 6.8中所展示的分类损益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营业收入
• 商品销售成本
• 营业费用
• 营业外收入与支出

分类损益表显示出了在帮助分析公司运营状况方面有重要作用的一些关系。例如，从营业收
入中扣除商品销售成本就可以决定商品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的差额。如果该利润，称为毛
利，低于其期望值，则该公司可能需要提高商品售价或者是降低商品销售成本。分类损益表
又将营业费用划分成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因此，使用者就可以看出销售商品发生了多少费
用和商业管理发生了多少费用。报表使用者可以将相同业务但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比较，也
可以将不同业务的数据进行比较。由于非营业收入和费用对评价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太重要，
所以它们位于损益表的底部。

会计视角: 商业洞察力
管理层需要选择分类损益表还是未分类损益表来体现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这

种选择也许会以竞争对手表现营业状况的选择为基础或以组合数据需发生的成

本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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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8 销售公司的分类损益表

下面，我们解释在圖表 6.8中分类损益表的主要标题部分。这些标题下的有些科目我们已经
比较熟悉。虽然在之后的有关分类损益表的说明格式上稍微有些变动，但我们仍将保持主要
的结构。

• 营业收入是由企业主要的经营活动产生的—— 一般是产品的销售和提供服务两方面。
• 商品销售成本是商品销售公司最主要的费用项目。观察圖表 6.8的分类损益表中的商品

销售成本部分。这一章已经讨论了在计算商品销售成本时所需的相关科目。商家通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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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损益表的最上方强调销售收入超出商品销售成本的部分。这些超出商品销售成本的
净销售额被称为毛利。为了用一种利率来表示毛利润，我们用毛利润除以销售额。在圖
表 6.8中，利率近似为39.3%（103，000美元/262，000美元）。毛利率表明在每一美
元销售所得之中近似有39美分来支付其它费用并获得收益。商家们密切关注着毛利
率，因为即便是其一个小小的波动就能引起大额的净利润变动。而且，毛利率的下滑趋
势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例如商品失窃。例如，一个东南亚运动商品公司Sports Town有
限公司由于雇员偷盗和运输途中商品丢失现象增多而遭遇了非常严重的毛利润缩水。

• 营业费用对于销售公司来说是保持公司正常运转职能所需的费用，不包括商品销售成
本。通常情况下，营业费用主要包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是指公司在销售和
营销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例如包括销售人员工资、销售人员差旅费、运输费用、广告
费用、公益费用、销售场地租金（或折旧费）和销售过程运输工具的折旧费用等。管理
费用是指整个公司运行管理中所发生的费用。例如管理层人员的工资、房屋租金（融资
租赁时为折旧费用）、公益事业花费、保险费用、管理用原材料和办公用具的折旧费
等。

某些营业费用可能会是由销售和管理共同发生。例如，一家公司用于销售和管理工作的建筑
所发生的租赁费、税金、保险费等。由销售和管理共同发生的费用必须在分析后，在利润表
中由这两项职能分摊。例如，如果1000元的折旧费中有60%与销售工作相关，40%与管理工
作相关，分摊基础为办公面积或相关部门的雇员数量，则在损益表中，600美元作为销售费
用列示，400美元作为管理费用列示。

• 营业外收入（其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其他费用）是指与企业产品销售及提供服务无
关的费用。比如由应收项目产生的利息就是一项营业外收入，由借款产生的利息则为一
项营业外支出。

下列方程式总结了商品销售公司损益表中比较重要的关系：

• 净销售额 =销售总额 -（销售折扣 + 销售退回与折让）
• 净采购额 = 采购总额 -（采购折扣 +采购退回与折让）
• 净采购成本 =净采购额+ 购进运输
• 商品销售成本 = 期初存货+ 净采购成本-期末存货。
• 毛利=净销售额-商品销售成本
• 营业利润 =毛利 – 营业费用（销售和管理费用）
• 净利润=营业收入 +营业外收入 - 营业外支出。

以上每一种关系都很重要，因为它们都与企业盈利能力的评价标准相关。例如，一家公司由
销售产生的毛利率可能会很高。但是，由于大额销售委托费用和运输费用，只有小部分毛利
可形成净利润。损益表的分类允许使用者关注报表整体，也有利于使用者关注净利润是如何
得出的（报表关系）。

伦理观点: 世界汽车配件企业
John Bentley是世界汽车配件公司的财务总监。公司每年从世界各小供应商买

大约购买5亿美元的汽车配件，然后再把这些配件卖给美国的汽车修理商。

大部分供应商的现金折扣条件为2/10,n/30。约翰指示其部门职员即使在没有授

权的情况下也在发票日期的第30天再开发票支付货款，而没有尽力去获得2%的

现金折扣。无论何时供应商如果抱怨，约翰就 会要求代理采购商去寻找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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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以此条件与其合作的供应商。当他自己的一些员工对此做法提出疑问时，

他就会这样回答：

这个做法是无害的。这些小供应商与我们交易比放弃这些交易能获得更多的利

益。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们是他们最大的客户。另外，如果他们愿意以2%

的折扣将 产品销售给其他客户，为什不愿意以同样的折扣卖给我们呢，即使我

们付款晚一些？这对公司的收益是很显著的。去年我们的利润是1亿美元，其中

有1000万美 元的利润来源于这个做法。你们真的想让我放弃这个做法，放弃这

1000万美元的利润吗？

6.6 分析及利用财务成果——毛利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如前面的讨论，可以用如下公式计算毛利率（毛利百分比）：

毛利百分比=毛利/净销售额

为了说明该比率的应用，引用来自Abercrombie & Fitch公司2000年年报的部分信息：

百万美

元
2000 1999 1998

收入 $1,238.6 $1,030.9 $805.2

毛利 509.4 450.4 331.4

毛利百

分比

509.4/
1,238.6=41.13%

450.4/
1,030.9=43.69%

331.4/
805.2=41.16%

Abercrombie公司的毛利率三年都保持在41%-43%的高水平。

现在应该可以理解服务公司和销售公司会计工作的区别。下一章继续讨论销售公司的库存商
品。

6.6.1 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在销售交易里，销售将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购买方
• 发票是一种票据，由商品的销售方出具给买方，包含了销售交易的细节，例如销售数

量、单价、总额、销售条件和运输方式
• 销售方式一般为现金交易或赊销。现金交易的会计分录为借记现金，贷记销售。赊销交

易的会计分录为借记应收账款，贷记销售

27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 公司提供商业折扣时，记录的销售总价（发票总价）等于标价减去商业折扣
• 通常销售总额两个扣减项目是：（1）销售折扣（2）销售退回与折让。这些扣减项目

记录在与销售收入相反的收入账户中。销售折扣账户和销售退回与折让账户都有借方余
额。净销售额=销售额－（销售折扣+销售退回与折让）

• 当销售方提供1%到3%的现金折扣以促使尽早支付货款时产生销售折扣
• 销售退回是源于购货方对购得的商品不满意或商品已损坏而退回的商品

销售折让是当客户保留不满意货物时，销售方对原始发票价格的扣减部分

• 商品销售成本=期初存货+净采购成本－期末存货

净采购成本=采购额－（采购折扣+采购退回）+购进运输

• 会计的两种存货盘存方法是永续盘存制和定期盘存制。在永续盘存制下，会计账户在会
计期间内连续更新。在定期盘存制下，会计账户只在定期实物盘点后更新

• 采购商品的会计分录为借记采购，贷记现金（现金采购）或应付账款（赊购）
• 通常采购总额的两个扣减项目是（1）采购折扣（2）采购退回与折让。在一般的总账

中，这两个科目通常为贷方余额。从买方角度看，现金折扣就是采购折扣，商品退回与
折让就是采购退回与折让。

• 起运地离岸价交货（FOB shipping point）意味着以起运地的离岸价交易——买方承担
运费

• 目的地离岸价交货（FOB destnaton）意味着以目的地的离岸价交易——卖方承担运费
• 产权转移指商品法定所有权的转移。
• 运费预付指销售方必须在货物起运时支付运费。
• 运费到付指购买方必须在货物到达时支付运费。
• 学习目标2中介绍的关系的扩展和应用。
• 期初存货+净采购成本=可供出售商品成本

可供出售商品成本－期末存货=商品销售成本

• 分类损益表主要有四部分——营业收入、商品销售成本、营业费用和营业外收入与支出
• 营业收入来自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一般是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
• 对于销售公司商品销售成本是主要的开支
• 销售公司的营业费用是指在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除商品销售成本之外的各项

费用。通常营业费用又分为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是与商品销售和服务提供无关的收入和开支。
• 毛利百分比=毛利/净销售额
• 毛利率表示可用于支付开支并产生收益的销售收入金额。
• 除了与商品有关的账户，销售公司与服务公司一样要有工作底稿
• 工作底稿中调整后的试算余额贷方栏的所有收入账户和采购抵消账户都记入损益表的贷

方栏。
• 将工作底稿中调整后的试算余额借方栏的期初存货、收入抵消账户、采购、购进运输和

费用账户记入损益表的借方栏。
• 期末库存商品记录在损益表的贷方栏和资产负债表的借方栏。
• 结转分录可直接根据工作底稿编制。第一个分录借记损益表贷方栏的所有科目，贷记本

年利润。第二个分录贷记损益表借方栏的所有科目，借记本年利润。第三个分录借记本
年利润，贷记留存收益（假设净利润为正）。第四个分录借记留存收益，贷记利润分配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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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附录:某销售公司的工作底稿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圖表 6.9展示了某销售公司的工作底稿。Lyons公司是一家小型体育用品公司。对Lyons公司
的说明集中于与商品相关的账户。因此,我们没有列示出固定资产(如土地、建筑物、设备
等)。除了与商品相关的账户，销售公司的工作底稿和服务公司的工作底稿相同。工作底稿
有助于结转分录和调整分录的编制。工作底稿还包括准备财务报表所需的全部信息。

进一步简化说明，Lyons公司在月底无需编制调整分录。试算余额来自2010年12月31日的
总账。试算余额表中7,000美元的库存商品是期初存货。销售及与其相关的账户，采购及与
其相关的账户总结了2010年12月的经营活动。

Lyons公司将工作底稿中调整试算余额贷方栏的所有收入（销售）账户，采购抵消账户（采
购折扣、采购退回与折让）记入损益表的贷方栏。将调整试算余额借方栏中的期初存货、收
入抵消账户（销售折扣、销售退回与折让）、采购、购进运输和费用账户（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记入损益表的借方栏。

假设期末存货为8,000美元。Lyons公司在损益表的贷方栏记录该数额因为在计算商品销售成
本时，需要将此数额从可供出售商品成本(期初存货+净采购成本)中扣除。此外，还将期末存
货记入资产负债表的借方栏，以确定恰当的库存商品账户余额。期初和期末存货都在损益表
中，因为Lyons公司计算损益表中的商品销售时需要使用这两个账户。利润表的期间余额为
净利润5，843美元。公司将净利润记入留存收益表的贷方栏。18,843美元的留存收益使留
存收益表得到平衡。Lyons公司又将留存收益记录到资产负债表的贷方栏。

Lyons公司将所有其他资产账户（现金、应收账款、期末库存商品）记入资产负债表的借方
栏，又将债务（应付账款）和股本账户记入资产负债表的贷方。资产负债表总额为29,543美
元。

工作底稿完成以后，Lyons公司就开始编制财务报表。在编制完期间所有的调整和结转分录
后，公司将其记入总账。这个过程为下一会计年度清除记录。最后，准备结账后试算表。

损益表圖表 6.10展示了Lyons公司依据中的工作底稿编制的损益表。损益表的重点是决定商
品销售成本。

留存收益表留存收益表是一张概括所有影响留存收益账户余额交易的财务报表。在圖表 7.1
中, 留存收益表中显示了源于净利润增加的权益增加和由股息引发的权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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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9 销售公司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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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10 销售公司损益表

圖表 6.11 留存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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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12 销售公司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圖表 6.12中的资产负债表，包括来自工作底稿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注
意8,000美元的期末存货属于流动资产。留存收益账户余额来自留存收益表。

第四章中提到结账程序一般发生在会计人员准备完财务报表后。结账程序首先将收入和费用
账户余额结转至本年利润账户，然后从本年利润账户结转至留存收益。结账程序将收入和费
用账户余额清减为零，以便每个会计期间独立累计发生额。

Lyons公司的会计人员可利用与第四章中所介绍的程序相同的方法，直接根据圖表 6.9中的
工作底稿编制结转分录。Lyons公司的结转分录如下所示：

第一个分录借记损益表贷方栏的所有科目发生额，贷记本年利润汇总额22，782美元：

第二个分录贷记损益表借方栏的所有科目发生额，借记本年利润汇总16，93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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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分录将本年利润账户5,843美元的贷方余额结转至留存收益账户。

第四个分录将股息账户结余2,000美元结转至留存收益账户，把留存收益记入借方，股息记
入贷方。

注意前三个结转分录是如何将圖表 6.9工作底稿中的损益表各账户发生额与总额相联系的。
在第一个结转分录中，记入贷方的本年利润总额等于损益表贷方栏总发生额。在第二个分录
中，记入借方的本年利润总额等于损益表借方栏的总发生额。损益表两方的差额（5,843美
元）即为净利润，也就是第三个分录的总额。

6.6.3 示范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以下是2010年6月C公司和D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

6月10日，C公司从D公司采购货物，价款80，000美元，付款条件2/10/EOM, n/60,；目的
地离岸价交货，运费预付；

11日D公司支付运费1200美元；

14日由于部分物品损坏，C公司获得4000美元的价款折让；

23日C公司退回8,000美元的商品，因为质量不合格；

30日D公司收到C公司支付的全部价款；

a. 编制C公司的交易分录。

b. 编制D公司的交易分录。

6.6.3.1 示范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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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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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附属账户：和另一个账户密切相关，在财务报表中其余额累加到相关账户余额中。

管理费用：指整个公司运营管理中发生的费用。

现金折扣：应从发票价格中减去，且折扣只有购货方在规定时间内付款时才会发生。

连锁折扣：只有当一种产品的标价可以享受一系列的交易折扣时才会发生。

分类损益表：将收入和费用都划分成了营业和营业外科目，将营业费用分为销售费用和管理
费用，也称为多步式利润表。

委托代销商品：支付佣金委托其他团体代销的商品。

可供出商品成本：等于期初库存加净采购成本。

商品销售成本：卖方出售给购买方的商品成本，在定期盘存制下，商品销售成本=期初存货+
净采购成本 -期末存货。

运输费用：当货物为目的地离岸价交易时，销售方将其发生的运输成本记为运输费用，是一
种销售费用。

目的地离岸价交货：销售方将商品运输至目的地，不向购买方收取费用，有销售方承担运输
费用。

起运地离岸价交货：指在起运地货物装载到车厢或卡车后，有购买方承担所有运输成本。

运费到付：该条款要求买方在货物到达后支付运输费用。

运费预付：指卖方在货物起运时已支付了运费。

毛利润或毛利：等于净销售额减去商品销售成本，表明可用于支付其他费用（不包括商品销
售成本）的美元数额。

毛利率：等于毛利除以净销售额。

总销售价格（也称为发票价格）：等于标价减去所有的交易折扣。

营业利润：等于毛利减营业费用（包括销售和管理费用）。

发票：由商品销售商准备的给予消费者的凭证。发票中包含了这次交易的详细内容，例如销
售数量、单价、总价、销售条件和运输方式。从买方的角度来看，为购买发票，从卖方的角
度来看，为销售发票。

制造商：利用原材料生产商品，且一般将其销售给批发商的企业。

在途物资：指在存货计量日仍由运输公司持有的商品。

库存商品：一定数量的在任何时间都可出售的商品。

净采购成本：等于净采购额加购进运输费用。

净利润：等于营业利润+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净采购额：等于采购额-（采购折扣+采购退回与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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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销售额：等于销售总额-（销售折扣+销售退回与折扣）。

营业外支出（其它费用）：与企业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无关的支出。

营业外收入（其它收入）：与企业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无关的收入。

营业费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除商品销售成本以外的各种费用。

营业收入：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收入。

所有权转让：指表示商品所有权合法转让的法律条款。

定期盘存制：针对用于出售的商品的会计方法，依据此方法，只有在会计期末进行实地盘存
后才能判定商品销售成本和库存商品成本。

永续盘存制：针对用于出售的商品的会计方法，依据此方法，库存商品账户持续更新以反映
现时持有的商品，此账户借记采购，贷记销售，至此，现有余额随时反映在账目中。

实物盘存：对每一种持有的产品进行盘点计数

采购折扣：见现金折扣。

采购折扣账户：是采购账户的抵扣账户，将外购产品从发票价格减至实际价格

采购退回与折让：在定期盘存制下，用以记录退回给销售方的商品的成本和由于客户对商品
不满意引发的销售方给予的价格折让的账户，被看作是已记录的采购成本的扣减。

采购账户：在定期盘存制下使用的一个账户，用以记录当期采购的原材料或商品的成本。

零售商：把商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的企业。

销售折让：指在买方依旧持有由于各种原因令他们不满意的商品时，对初始发票价格的扣
减，这些原因包括欠缺、损坏、运输途中的破损等。

销售折扣：参见现金折扣。

销售折扣帐户：销售额账户的一个抵扣账户。在损益表中，卖方要从销售额账户中减去该账
户金额。

销售退回：从卖方的角度来看，由于各种原因买方退回的商品；对于买方，是一种采购退
回。

销售退回与折让账户：记录买方退回的商品的价格或销售价格扣减额的对销收入账户。

销售费用：企业在商品销售和市场营销方面所发生的费用。

商业折扣：从规定的标价或目录价格中按照百分比削减价格或进行折扣已获得总的发票价
格，应用于特定的客户（如零售商和批发商），也可以参考连锁折扣。

购进运输账户：在定期盘存制下使用的账户，记录在商品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用，是商
品销售成本的一部分。

未分类损益表：只列示出收入和费用两大类，也称为单步式损益表。

批发商：为转销商品，将商品销售给其他企业的企业。

287



6.6.5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正误

1. 要计算净销售额，应将销售折扣，加到销售总额中，将销售退回和折让从销售总额中扣
除。

2. 在永续盘存制下，每笔采购业务记入库存商品账户的借方，每笔销售业务记入其贷方。
3. 采购折扣和采购退回与折让都要记录在采购账户的相反账户中。
4. 对存货进行实地盘点时，委托其他企业代销的货物不包括在本企业的期末存货中。
5. 分类损益表只包含收入和费用两大类别。

多项选择

1. 销售标价为4,000美元的商品，给予20%的商业折扣，销售方的会计分录为：

2. 某公司期初库存商品60，000美元，当期净采购成本240,000美元，期末看；库存盘点有
72,000美元的商品未售出，则该公司在此期间内的销售成本是：
A. 300,000美元
B. 228，000美元
C. 252，000美元
D. 168，000美元
E.以上答案都不对

3. 某公司购入12000美元的商品，货款未付，付款条件2/10, n/30。如果退回2,000美元的商
品，剩余货款在折扣期内付清，则采购折扣应为多少？
A. 240美元
B. 200美元
C. 1,200美元
D. 1,000美元
E. 3,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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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收益表不包括以下哪个部分?
A. 营业收入
B. 商品销售成本
C. 营业费用
D. 营业外收入与营业外支出
E. 流动资产

5. 商品相关账户的结转分录不包括下列哪些？
A. 销售折扣贷方发生额
B. 库存商品账户中针对期末存货成本的贷方发生额
C. 采购折扣借方发生额
D. 购进运输贷方发生额
E. 销售费用

自测题参考答案见本章末。

6.6.6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哪些账户科目会出现在销售型公司的总账中而不会出现在服务型公司的总账中？
• 在定期盘存制下，以赊销方式销售商品的会计分录为？
• 销售折扣及销售退回与折让应从损益表中的销售额部分扣除以达到净销售额。当折扣、

退回或折让发生时，为什么不通过在销售账户借记销售直接将其扣除？
• 描述商业折扣和连锁折扣？
• 存货核算的两个基本方式是什么？有何区别？
• 采购账户有什么有用的目的？
• FOB表示什么意思？在目的地离岸价交易条款下，应由哪一方承担运费成本？
• 运输费用属于何种类型的费用？在损益表中，哪个账户应该记录这些费用？
• 定期盘存制对存货的控制力较弱，请解释为什么？
• 在进行实地盘点后，会计人员如何得出存货的总价款？
• 在定期盘存制下，商品销售成本是如何确定的？
• 如果已知可供出售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成本，那么可以计算出损益表中的哪些其他的数

据？
• 销售公司的分类损益表主要由哪些部分构成？排列顺序是怎样的？
• 什么是毛利？为什么管理层对相对于净销售额的毛利率比较感兴趣？
• 结转分录完成并记入总账后，哪些类型的账户有余额？为什么？
• 有限责任公司。基于有限责任公司年度报告附录中的财务报表，2000美元的营业费用

指什么？三年为一期间，这些费用占净销售额的百分比是多少？其趋势是有利还是无
利？

• 基于有限责任公司年度报告附录中的财务报表，2000美元的商品销售成本和采购成本
指什么？三年为一期间，这些费用占净销售额的百分比是多少？其趋势是有利还是无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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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练习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在下列表格中指出，如何增加或减少每个账户，并且指出其通常余额在哪一方。

账户名称
增加（借或

贷）

减少（借或

贷）

通常余额（借或

贷）

库存商品

销售

销售退回与折

让

销售折扣

应收账款

采购

采购退回与折

让

采购折扣

应付账款

购进运输

练习B a.Sliver公司向Milton公司赊购了一批价值56000美元的商品。在付款之前，Sliver公
司退回了发票价格为11680美元的受损商品。假定使用定期存盘制，分别编制两家公司与这
次购买/销售和退回相关的会计分录。

b.假定Milton公司不接受残损商品退回而是愿意支付3360美元的折让，列出必要的会计分录
的编制将如何改变。

练习C 一批价值为51200美元的商品于3月5日售出，那么在现金折扣条件“3/10/EOM，n/
60”下，现金折扣最晚有效期是哪天?假定在这天支付货款，编制双方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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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D 假定你是一名批发商，购买了一批标价为3600美元的商品，得到的商业折扣为
49.6%，现金折扣条件为“2/EOM，n/60”。如果你在月底付款，你需要支付多少美元？如果
你在下一个月才支付货款，可获得多少折扣？

练习E Lacky公司于7月1日售出一批标价为60000美元的商品。分别根据下列各个假设条
件，计算：（1）销售记录中的总售价；（2）购货方需支付的货款金额。

商业折扣 信贷条件 付款日期

a 30%，20% 2/10, n/30 7.1

b 40%,10% 2/EOM,n/60 8.10

c 30%，10%,5% 3/10/EOM,n/60 8.10

d 40% 1/10,n/30 7.12

练习F Raiser公司于8月1日采购了一批总售价为2400美元的商品。现金折扣条件为“2/10，
n/30”。分别根据下列各个方案，计算：（1）最终付款时的现金折扣金额；（2）在折扣期
限内的付款金额。

运输条款
运费（支付者，单位：

美元）

交易折让金额（单位:

美元）

a
起运地离岸价

交货
240（购买方） 480

b
目的地离岸价

交货
120（销售方） 240

c
起运地离岸价

交货
180（销售方） 720

d
目的地离岸价

交货
192（购买方） 120

练习G Stuart 公司于6 月14 日采购了一批价值84000 美元的商品。购买条款为：现金折扣
“3/10，n/30”，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付。6月15日支付运费1200美元。

a.假定货款于6月24日支付，编制Stuart公司必要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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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假定货款于7月11日支付，编制支付货款当天的会计分录。

练习H Cramer公司采用定期存盘制。根据下列条件计算公司的商品销售成本：本期购入货
物价值40000美元；购进运输费用300美元；采购退回与折让1000美元；期初存货25000美
元；采购折扣2000美元；期末存货13000美元。

练习I 根据表格内数据，计算空白处的数据：

例1（美

元）

例2（美

元）

例3（美

元）

销售总额 640,000 ？ ？

销售折扣 ？ 25,600 19,200

销售退回与折让 19,200 44,800 32,000

净销售额 608,000 1,209,600

库存商品，
2010.01.01

256,000 384,000

采购额 384,000 768,000

采购折扣 7,680 13,400 12,800

采购退回与折让 24,230 31,360 3,200

采购额 35,200 ？ ？

购进运输费用 25,600 38,400 32,000

净采购成本 377,600 761,600 ？

可供出售商品成本 ？ 1,081,600 1,088,000

库存商品，2010.12.31 ？ 384,000 448,000

商品销售成本 320,000 ？ 640,000

毛利润 512,000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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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J 将下列方程式补充完整：

a.净销售额=销售总额-（+ 销售退回与折让）

b.销售成本=期初存货+净采购成本 -

c.毛利润=- 商品销售成本

d.营业利润=- 营业费用

e.净利润=营业利润 +-

练习K 基于下列部分余额调节表的数据，指出在工作底稿中如何处理这些余额。期末存货为
96美元（金额一般较小。由于这里没用到留存收益表，我们将这一栏省略掉）。

练习L 根据上题数据为其账户编制结转分录，本年利润账户除外。

6.6.8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答题A

a .Spencer运动用品公司在2010年4月发生以下交易业务：

1日 赊销商品288000美元：相关交易条款“2/10，n/30”，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付。

5日 4月1日售出商品中有43200美元的商品被退回且同意全额抵免。这批商品的货款尚未收
到。

8日 由于4月1日售出的商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损耗，公司同意给予销售折让5760美元。

10日 收到4月1日售出商品的净货款。

b. High Stereo公司2010年7月发生以下交易业务：

2日 赊购一批立体声产品，价值43200美元：付款条件“2/10，n/30”，目的地离岸价交货，
运费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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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赊销一批商品价值64800美元：现金折扣“2/10，n/30”，目的地离岸价交货，运费预
付。

16日 支付15日售出商品的运费2160美元。

20日 由于2日采购的商品部分损毁，High Stereo公司获得折让2880美元。

31日 支付2日采购商品的货款。

编制以上交易的日记账分录。

问答题B Mars音乐设备公司和Tiger公司之间2010年7月发生以下交易业务：

2日 Mars公司从Tiger公司赊购一批商品，标价为4800美元，现金折扣“3/EOM，n/60”，起
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付。Tiger公司同意给予15%，10%和5%的商业折扣。

5日 买方支付2日采购商品的运费1104美元。

6日买方退回受损产品，发票价格为2790美元，同意全额抵免。

在折扣期限的最后一天，买方支付给卖方货款。

编制买卖双方的日记账分录。

问答题C 2010年6月，Rusk公司运营第一个月的数据如下：

1日公司成立，股东投入现金1，008，000美元，库存商品336，000美元，土地使用权兑换
成股本金额为288，000美元。

4日现金采购商品43200美元，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付。

9日支付给运输公司4日采购商品的运费10，080美元。

13日赊售商品288，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

15日赊售商品230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

16日 13日售出的商品中31 680美元的商品被退回，并全额抵免。

20日支付员工薪酬：办公室人员31 680美元，销售人员83 520美元。

22日公司收到6月13日售出商品的剩余货款256 320美元。

24日公司赊购商品345 6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
付。

26日公司退返给卖方于6月24日采购的37 600美元的商品，并获得抵免。

27日Rusk公司为6月24日采购的商品支付运费7 200美元。

29日公司赊售商品384 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

30日现金销售商品172 800美元

30日收到6月15售出商品的货款。

30日支付6月份房租43 200美元。

30日支付6月24日采购商品的货款。

6月30日公司存货成本为672 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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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以上交易编制日记账分录。

b.将日记账分录记入正确的分类账户。相关账户编号可参考本书末尾独立文件中的账户表。
假定所有记录都是从日记账分录的第20页开始的。

c. 编制2010年6月30日余额试算表。

d. 编制200年6月30日的月末分类损益表，不考虑调整分录。

问题D 西部时装公司是一个西装批发公司，批发时装给零售商。公司2010年5月份交易如
下：

1日公司成立。股东投入以下资产用以购买股权：现金462 000美元，库存商品168 000美
元，土地105000美元。

1日支付5月份办公楼租金25 200美元。

5日公司从Carl公司赊购一批商品189 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起运地离岸价交
货，运费到付

8日支付给汽车运输公司5月5日采购商品的运费8400美元。

14日公司赊销商品315 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

15日支付5月5日从Carl公司采购的商品货款。

16日5月14日售出的商品中有13 860美元的商品被退回，并同意抵免。

19日支付5月份员工酬薪：办公室人员16 800美元，销售人员33 600美元。

24日收到5月14日售出商品的应收账款126 000美元。

25日公司从Bond公司赊购一批商品151 2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起运地离岸价
交货，运费到付

27日退返给卖方于5月25日采购的25200美元的商品。

28日公司支付给汽车运输公司于5月25日采购的商品运费2100美元。

29日公司通过往来账户售出商品1512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

30日现金销售商品74088美元。

30日收到5月14日售出商品的货款100 800美元。

31日支付给Bond公司5月25日向其采购商品的货款，考虑5月27日退回的商品。

a.编制日记账分录。

b.将日记账分录记入正确的分类账户。相关账户编号可参考本书末尾独立文件中的账户表。
假定所有记录都是从日记账分录的第15页开始的。（没有日记账调整分录）

c.编制余额试算表。

d.编制2010年5月31日的月末分类损益表。

e.编制2010年5月31日的分类资产负债表。

问题E 下列是关于Leone木材公司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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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e木材公司

试算表

2010年12月31日

账户编号 账户名称 借（美元） 贷（美元）

100 现金 70,640

103 应收账款 159,520

105 库存商品，2010.01.01 285,200

107 库存物料 5,360

108 预付保险费 4,800 17,600

112 预付租金 57,600 102,800

170 设备 88,000 200,000

171 累积折旧——设备 219,640

200 应付账款 1,122,360

300 股本

310 留存收益，2010.01.01 5,160 1,000

410 销售额

412 销售退回与折让 500,840 4,040

418 利息收入

500 采购额 7,840

402 采购退返与折让 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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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购进运输费用 138,400

505 广告费用 80,800

208 销售人员薪酬 160,000

509 办公室人员薪酬 4,800

510 管理人员薪酬 10,000

511 水电费 600

536 法律和会计费用 9,880

540 利息支出

567 管理费用

1,667,440 1,667,440

• 总计3400美元的预付保险费已到期。
• 库存物料中剩余1700美元的材料。
• 这一年的预付租金有50600美元到期。
• 未在使用中的设备的折旧费为8800美元。
• 应计销售人员薪酬为4000美元。
• 应计办公室人员薪酬为3000美元。
• 现有库存商品350 000美元。

编制以下内容：

a. 编制2010年12月31日的年末工作底稿。所需的其他账户编号可参考本书末尾的独立文
件。

b. 编制分类损益表。销售费用仅考虑销售人员薪酬、广告费用、办公用品费用和设备折旧
费。

c. 编制留存收益表。

d. 编制分类资产负债表。

e. 编制必要的结转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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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备选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备选问答题A

a. Candle Carpet公司2010年8月发生以下交易：

2日赊销商品300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付18日收
到8月2日售出商品的货款。

20日因商品不合格，8月2日售出的商品中有10000美元的商品被退回，并支付全额赔偿。

28日因商品部分损毁，为8月2日售出的商品给予消费者销售折让16000美元。

b. Lee家具公司2010年8月发生以下交易：

8月4日赊购商品,成本为14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
付6日为8月4日采购的商品支付运费2000美元。

10日赊销商品100 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

12日退返于8月4日采购商品价值24000美元的商品。

14日支付8月4日采购商品的货款。

编制相关日记账分录。

备选问答题B Edwardo汽车配件公司和Spoon公司于2010年8月发生以下交易：

8月15日Edwardo公司在Spoon公司赊购一批商品，标价为192 000美元，商业折扣为20%
和10%，现金折扣为“2/10，n/30”，目的地离岸价交货，运费预付。

16日卖方支付运费2400美元。

17日由于运输途中部分商品受损，买方要求获得4512美元的折让。

20日卖方同意买方8月17日提出的折让要求。

买方在现金折扣有效期最后一天支付货款。编制买卖双方必要的会计分录。

备选问答题C Garder公司在运营的第一个月，2010年6月发生以下交易：

6月1日股东投入现金384 000美元，库存商品144 000美元以取得相应的股权。

3日赊购商品，价款192 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
付。

4日为6月3日采购的商品支付运费5280美元。

7日赊购商品，价款96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目的地离岸价交货，运费预
付。

10日赊销商品，价款2304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到
付

11日退返于6月3日采购的28800美元的商品。

12日支付6月3日采购商品的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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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赊售商品240 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目的地离岸价交货，运费预付。

14日为6月13日销售的商品支付运费14 400美元。

20日支付6月7日采购商品的货款。

21日6月13日销售的商品中有48 000美元的商品被退回，并同意抵免。

22日收到6月13日售出商品的货款。

25日收到6月10日售出商品的货款。

29日支付行政办公楼6月份租金19200美元。

30日支付销售人员6月份薪酬57600美元。

30日赊购商品，价款48 0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0，n/30”，目的地离岸价交货，运费预
付。

6月30日公司库存存货为288 000美元。

a.编制相关日记账分录。

b.把日记账分录填入正确的分类账户。相关账户编号可参考本书末尾独立文件中的账户表。
假定所有记录都是从日记账分录的第10页开始的。

c.编制2010年6月30日的余额试算表。

d.编制2010年6月30日的月末分类损益表，不考虑调整分录。

备选问答题D 于2010年5月1日成立后，Noah橱柜公司在5月份发生以下交易：

1日公司成立。股东投入900 000美元以购买公司股份。

1日公司从String公司赊购46 800美元的商品，现金折扣为“n/60”，起运地离岸价交货，运费
到付。

3日现金销售商品28800美元。

6日为5月1日采购的商品支付运费1440美元。

7日由于尺寸不正确，退返String公司3600美元的商品。

10日因商品的质量问题要求String公司给予1800美元的折让，且折让款已收到。

14日赊售给Texas公司18000美元的商品，现金折扣为“2/20，n/30”，起运地离岸价交货，
运费到付

16日5月3日售出的商品中180美元的商品被退回，并且公司全额退款。

18日从Tan公司赊购一批商品，发票价款为28 800美元，现金折扣为“2/15，n/30”，起运地
离岸价交货，运费到付

18日收到Ball运输公司的账单：从Tan公司采购的商品运费900美元。

19日Texas公司退回5月14日购买的360美元的商品。

24日退返Tan公司2880美元的有缺陷商品，并获得全额抵免。

28日收到Texas公司于5月14日从本公司采购的商品的货款余额。

31日经过5月24日交易的调整后，支付给Tan公司于5月18日从其采购商品的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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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支付各种销售费用7200美元。

31日支付各种管理费用10 800美元。

5月31日存货余额为57 600美元，基于Noah公司的以上数据：

a. 编制日记账，把所有金额都四舍五入到整数位。

b. 把日记账分录填入正确的分类账户。相关账户编号可参考本书末尾独立文件中的账户表。
假定所有记录都是从日记账分录的第5页开始的。

c. 编制余额试算表。

d. 编制2010年5月月末分类损益表。

备选问答题E 下列是Bayer照明公司的相关数据：

Bayer照明公司

余额试算表

2010年12月31日

账户编号 会计科目 借（美元） 贷（美元）

100 现金 228,800

103 应收账款 193,200

105 库存商品，2010.01.01 166,400

108 预付保险费 11,600

130 土地 240,000

140 建筑物 440,000

141 累积折旧——建筑物 132,000

174 店面装修 222,400

175 店面装修累积折旧 44,480

200 应付账款 151,600

300 股本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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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留存收益，2010.01.01 480,720

410 销售额 2,206,000

411 销售折旧 14,800

412 销售退回与折旧 8,000

418 利息收入 1,600

500 采购额 1,251,600

501 采购折扣 10,400

502 采购退返与折让 5,600

503 购进运输费用 29,200

505 广告费用 48,000

508 销售人员薪酬 256,000

509 行政人员薪酬 296,000

519 运输费用 18,400

540 利息支出 8,000

3,432,400 3,432,400

• 仓库的折旧费为8800美元。
• 店面装修的折旧费为22 240美元。
• 应计销售人员薪酬为5600美元。
• 2010年保险费为10 000美元。
• 2010年12月31日年末存货成本为222 000美元。

根据以上信息编制：

a. 编制2010年12月31日的年末工作底稿。所需的其他账户编号可参考本书末尾的独立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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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编制分类损益表。管理费用仅考虑行政人员薪酬和保险费。建筑物折旧为仓库折旧

c. 编制留存收益表。

d. 分类资产负债表。

e. 必要的结转分录。

6.6.10 补充题——逻辑思考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经营决策案例A Candy的衬衫公司有机会于2009年1月购买40000件衬衫，衬衫上印有她喜
欢的学校的标志。Candy当前并没有任何业务，考虑买下衬衫后租用一个可展示商品的购物
车（叫做kiosk）在大型购物中心销售衬衫。根据下面信息进行计算确定Candy在这个业务
上是否能够获利。

• 40000件衬衫必须在2009年1月份采购，成本为440 000美元。
• Candy认为这些衬衫可在两年内销售完。预计2009年销售25000件，2010年销售

15000件。
• 购物车的租金2009年为每月1500美元，2010年为每月1600美元。
• Candy可花费4000美元购买一些柜台用来展示衬衫，这些柜台可在第二年末以500美元

的价格卖出。
• Candy估计购物车的装修费为2500美元。
• Candy可雇佣员工，每售出意见衬衫支付其一美元工资。
• Candy计划每件衬衫售价17美元。
• Candy和她的丈夫总共持有公司10万元美元的股份。接着，她计划从家族银行借款400

000美元。这笔借款的利息2009年为5200美元，2010年为650美元。Candy计划于
2010年1月2日偿还300 000美元借款，2010年6月偿还剩下的100 000美元借款。

• 由于40000件衬衫不能都放在购物车中，所以Candy需要租用一间储藏室，储藏室的租
金为每年2500美元。

1. 为Candy的业务编制2009年和2010年的估算损益表。根据此表判断该业务能否获利。
2. Candy能否按照她的计划来偿还贷款？

经营决策案例B 公司年度报告附录，提供了该有限公司最进三年的合并利润表。根据报表计
算每年的毛利润率并解释计算结果意味着什么。

年度报告分析C 参考有限公司年度报告附录的合并利润表。确定2000、1999和1998年的净
销售额、商品销售成本、毛利润、销售、管理及日常开销费用、以及营业收入。这些结果是
否具有良好的趋势并进行评价。

伦理案例——写作练习题D 根据World汽车配件公司的伦理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1. 你认同“这种做法的总影响已达到1千万”这个观点么？
2. 小型供应商更加能够适应这种做法么？
3. 算是道德伦理实践么？

小组项目E 每组2到3名学生，到图书馆（或者在www.sec.gov/edgar.shtml 下载一份年度报
告）找一家销售公司最近一年的年度报告。计算该公司最近三年的毛利润率。以小组为单位
交给指导老师一份作业，要求有计算过程并且对计算结果进行评价。作业上应注明日期、指
导老师、小组成员以及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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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项目F 每组2到3名学生，联系本地区各行各业的公司，调查他们通常给客户提供的现金
折扣的类型以及供应商给他们提供的现金折扣类型。计算几种常见类型的现金折扣的内含年
利率是多少。例如本书中，假设每年360天，现金折扣“2/10，n/60”的内含年利率为36%，
把小组的计算结果编制成一份书面报告交给指导老师。

小组项目G 每组2到3名学生，查找不同行业公司的年度报告（可查看www.sec.gov/edgar.s
html）。观察其损益表，指出格式上的不同之处并在组内就这些不同进行讨论，把结果编制
成报告交给指导老师。

6.6.11 利用网络——一个观察现实世界的视角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 Fat Brains Toys 网站：http://fatbraintoys.com。

浏览你所感兴趣的信息。它们销售什么产品？它们用什么会计分录来记录商品的销售？就你
在这个网站上的经历写一份汇总报告交给指导老师。

6.6.12 自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正误

1. 错误。销售折扣同销售退回与折让相同，要从净销售额中扣除。
2. 正确。在永续盘存制下，“库存商品”账户借记每笔采购，贷记每笔销售。
3. 正确。“采购折扣”和“采购退回与折让”账户都是“采购”账户的抵消账户。在计算净采购额

时，这些账户余额应从采购额中扣除。
4. 错误。委托代销商品应计入委托公司的期末存货中。
5. 错误。未分类的损益表。不同于分类损益表，它仅有两个类别。

多项选择题

1. d 商业折扣并不计入买卖双方的账簿。换句话说，销售（采购）的发票价格为：4000美
元*0.8=3200美元。

2. b 商品销售成本计算如下：

期初存貨 60,000美元

淨采購成本 240,000美元

可供出售商品成本 300,000美元

期末存貨 7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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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銷售成本 228,000美元

3. b 采购折扣是基于扣除采购退回与折让后的发票价格进行计算的。那，如果存在采购退回
与折让

采购折扣=（12000美元-2000美元）*0.02=200美元。

4. c a-d选项都是分类损益表的科目，“流动资产”是分类资产负债表的科目。

5. b “库存商品”账户应把期末存货成本计入借方。

你可以（在损益表中）先结算借方余额再结算贷方余额。这种做法并不影响“本年利润”账户
的平衡和净利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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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7 存货的计量及报告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解释和计算存货误差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
• 了解哪些成本应包含在存货中。
• 能够运用四种存货成本计算方法，计算定期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下的期末存货成本和已

售出商品成本。
• 解释四种存货成本计算方法的优点和缺点。
• 运用永续盘存制记录商品交易。
• 能应用可变现净值和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的存货计量方法。
• 利用毛利率和零售库存法估算期末存货成本。
• 分析和使用财务结果——存货周转率。

会计职业的选择

我们在第7章讨论企业如何在具体的计量方法间选择存货成本，如先进先出法, 后进先出法和
加权平均法。与此同时，获得会计学位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宽广的职业选择范围。在公共会
计，私人会计以及政府会计中，有40多个不同类型的会计工作岗位。例如，你可以在以下网
站中找出不同的会计工作：

http://www.uncwil.edu/stuaff/career/Majors/accounting.htm#relatedcareertitles.

许多学生选择会计专业的主要原因是较好的就业前景。会计专业的学生能够找到比其他专业
的学生更好的工作。目前，我们全国正在经历一个会计专业人员短缺的时期。另一个在考虑
就业安排时需谨记的因素是，将来的3至5年内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会计职业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使很多会计专业的毕业生在短短五年内就可以使他们的薪水翻倍。

许多学生想学会计，是因为其职业选择多于管理类其他专业。例如，一个拥有会计学位的学
生，他可以和申请会计工作一样申请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等不同职业。事实上，很多企业
招聘者都比较喜欢拥有会计专业的学生，因为他们认识到会计专业的学位是很难获得的。相
反，管理、市场营销和经济学的学生却不能从事会计职业，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会计专业知
识。事实上，对会计专业添加一些额外的课程研究，可使会计人员能够适应任何其他的管理
领域的职务，包括信息系统。

你曾经在你最喜欢的零售商店利用过货物预售吗？许多商店提供低廉的价格以减少货物在商
店的待售时间，从而降低存货储存时间和费用。少量存货可提高存货计量的准确性，因为商
店只有很少的商品需要计数。从第六章我们知道，公司使用库存量来计算商品销售成本，这
一重大开支影响了公司的净利润。在本章节，你将学习到存货在准备精确的损益表、留存收
益表及资产负债表时的重要性。

本章讨论商品零售商和批发商持有的库存商品。库存商品是销售公司欲向顾客出售的货物。
销售公司通过实地盘点来确定库存物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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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人员使用的库存商品金额取决于库存物品的数量及物品的成本。本章将讨论四种存货成
本的计量方法：（1）个别计价法;（2）先进先出法（FIFO）; (3)后进先出法（LIFO）；
（4）加权平均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本章强调使用精确的库存数据的重要性，以及使用不精确数据的严重后果。完成这一章的学
习后，你应该知道如何使库存数据与商家损益表中的商品销售成本，留存收益表中的留存收
益，以及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和留存收益相联系。

7.1 存货与商品销售成本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存货往往是销售公司拥有的最大和最重要的资产。有些公司的存货，如汽车销售公司和珠宝
销售店，他们的存货成本也许是其他资产的几倍之多。作为一项资产，存货数据直接影响了
资产负债表中公司的偿债能力；作为商品销售成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存货数据直接影响了
损益表所报告的公司盈利能力，因此，库存数据的重要性绝不可以低估。

7.1.1 存货合理估价的重要性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只有准确计量存货，销售公司才可以准备精确的损益表、留存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在损益
表中，采用定期盘存制的公司通过实地盘存以确定商品销售成本。因为销售成本影响公司的
净利润，所以也影响留存收益报表中留存收益的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不正确的库存数据
会影响到报告的期末存货和留存收益。存货列示在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一栏下，流动资
产按照流动性的递减顺序对资产进行排序。由于存货一般在一年或是一个很长的营业周期内
被消耗或转换成为现金，因此在资产负债表中它总是排列在现金和应收款项后面。

回顾一下，在定期盘存制下计算商品销售成本的方法是，将期初存货与净采购成本相加，再
减去期末存货。在每一个会计周期，恰当的费用必须和该时期对应的收入相配比以确定净利
润。对于存货，配比原则包括：（1）有多少可供出售商品成本应从当期的收入中扣除；
（2）有多少应分配于当前仍持有的存货，并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资产列示以与将来的收入
相匹配。因为我们通过从可供出售商品成本中扣除期末存货方法来确定商品销售成本，所以
一个会计期间的净利润的金额直接受制于期末存货的估价。这种关系体现了三点:

首先，一家销售公司必须保证其正确的对期末存货进行了评估。如果期末存货被高估，那么
商品销售成本就会被低估，最终导致毛利润及净利润被高估。同样，期末存货被高估也会导
致流动资产、总资产和留存收益都被夸大。因此，期末存货计算结果反映在净利润、流动资
产、总资产和留存收益上。

其次，当一家公司错误的估算了本年度的期末存货，会直接导致下一年的错报，因为本年度
的期末存货是明年的期初存货。

第三，本期期末存货的估算错误会自动导致下一期间对净利润计算的相反错误。然而两年
后，估算错误可能消失，资产和留存收益得以恰当披露。

圖表 7.1和圖表 7.2表明了某会计期间的净利润直接依赖于对存货的估价。艾伦（Allen）公
司2009年及2010年度的损益表和留存收益表便揭示了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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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1 期末存货被高估的影响

圖表 7.2 期初存货被高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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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表 7.1中2009年期末存货的正确估算额为35,000美元。因此，艾伦公司的毛利为
135,000美元，净利润为50,000美元。从留存收益表中可看出期初留存收益为120,000美
元，期末留存收益为170,000美元。见圖表 7.1右侧，当该期间的期末存货被高估了5000美
元时，毛利为140,000美元，净利润为55,000美元。留存收益表中的期末留存收益为
175,000美元。期末存货高估5000美元，导致净利润和留存收益都被高估5000美元。资产负
债表会列示夸大的存货和留存收益。由于期末存货的计量错误，股东和债权人可能会高估企
业的盈利能力。

圖表 7.2是圖表 7.1的延续，包含了艾伦公司2010年的经营业绩。请注意，圖表 7.1中的期
末存货成为了圖表 7.2的期初存货。然而，艾伦公司在2010年12月31日的存货是正确的，即
为45,000美元。因此，如果期初存货正确计量，则损益表毛利为14.5万美元，艾伦公司的净
利润为91,500美元，期末留存收益为261，500美元。在损益表右侧栏内，期初存货高估
5000美元，毛利润为140,000美元，净利润为86 500美元，期末留存收益还是261,500。

因此，期末存货高估时，会导致净利润被高估；而期初存货被高估，净利润则会被低估。如
果期初存货被夸大，则商品销售成本和可供出售商品成本均会被夸大，随之毛利和净利润的
被低估。然而，当第二年净利润结转入留存收益后，留存收益账户的数据是正确的。第一年
净利润的夸大部分被第二年净利润的低估部分抵消。两年的净利润结合在一起是正确的。第
二年年底，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存货和留存收益的金额都是正确的。圖表 7.3总结了存货估
值错误的影响：

圖表 7.3 存货计量错误的影响

7.2 存货成本的确定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为了正确地对存货进行估值，企业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存货成本应该包括哪些成本？然
后，当企业以不同的价格购买相同的商品时，它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哪些成本应分配给已
出售的产品？在本节中，我们将学习会计人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存货成本取决于两个因素：数量和价格。为了获得当前的存货数据，公司必须首先准确的清
点库存物品数量，用单位成本乘以存货数量便可得到存货成本。这一部分将讨论在定期盘存
制和永续盘存制下，进行实地盘存和实地盘存的成本计算方法，其余部分讨论了存货成本计
量基础的偏差。

正如第6章的简要介绍，在进行实地盘存时，公司必须计数、称量等方式计量目前持有的货
物的实际数量。例如，一家服装商店要清点它的西装数量，一家五金商店要称量它的螺栓，
垫圈和钉子的重量;一家汽油公司也许要用储油罐称量汽油；而类似于木材厂之类的公司则
要估算木材、煤或者其他的大型物品的数量。在整个盘点过程中，目标应当明确。

进行实地盘存点也许会打乱公司的正常运作。因此，盘存过程应该尽量快速且有效。实地盘
存不属于会计职能，但会计人员必须计划和协调此过程。应该用适当的方式，计录正确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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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结果并进行总数核算。盘点过程中对采用的识别符号或标志必须进行选择，且负责计数、
称量或测量的人必须了解这些符号。

在实地盘存过程中经常要用到存货标签，如圖表 7.4在所示。为了便于控制，这些标签的编
号，使用连续编号。这种标签通常由正文部分和可撕下的副本两部分组成。副本方便于核
查。标签的格式是可变的，然而，通常标签应包含以下内容：（1）、货物的一个详细描
述，包括货物种类、分类和等级；（2）、货物储放地点；（3）货物持有数量；4、清点员
和核查人员的姓名。

标签的正文内容和副本可分别由两组不同的盘点人员进行相应的登记和记录。不同人员对相
同物品盘点结果的差异由监督人员进行协调，并将正确的数据记录入期间存货标签中。只有
当存货清点完成并核查后，管理人员才能将最终的存货标签报送至会计部门进行定价（数量
乘以单价）。最终得到的数据就是实际的存货成本。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还会介绍会计
人员如何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存货成本。

圖表 7.4 存货标签

通常情况下，存货成本包括取得存货、使货物可以出售，以及将商品安放在便于出售给消费
者的位置所有必要的支出。因此，存货成本包括：

• 扣除任何采购折扣之后的销售方发票价格。
• 采购方支付的货物运输保险费。
• 由采购方承担的运费。
• 处理成本，如服装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褶皱问题的熨平处理

理论上而言，每一单位存货的成本应包括净发票价格加应分摊的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成
本。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因税收目的要求公司将这些成本分配到存货中。但在会计中，只
建议将这些成本进行分配，而没有要求公司必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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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其中一些成本分配到不同的存货品种中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例如，假设服装的运费清
单没有单独列示出运送一件衬衫的成本，但是公司想要将运输成本作为衬衫存货成本的一部
分。接下来，运费成本就需要分配到每一单位存货中，因其不能直接计量。在实务中，运
费、保险费、处理成本分配到单件存货产品中通常不满足成本收益原则。因此，过去许多公
司没有把运费、保险费、处理成本分配到单件存货产品中，而是在其发生时将其费用化。当
公司从期初存货到期末存货都忽略了这些成本时，这些成本费用化对净利润的影响就被最小
化了。税收目的要求的分配，可能导致许多公司在财务报表中使用相同的存货数据。

即便公司可追溯每一单位存货中某项成本的起源，存货计价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管理者必须
考虑问题的其他两个方面：

• 如果商品的单位购买成本不同，可供出售商品成本在已售产品和未售产品之间如何分
配？例如，假设Hi-Fi Buys有限公司购买了两款完全相同的DVD播放器用于再出售。一
件成本是250美元，另一个成本是200美元。如果本期其中一件售出，Hi-Fi Buys有限公
司应如何记录其成本，是250美元，或200美元还是平均成本225美元？

• 某些存货的重置成本小于其账面成本是否会对存货的账面记录产生影响？仍以Hi-Fi
Buys有限公司为例，如果Hi-Fi Buys有限公司现在可以用200美元的价格购买所有的
DVD播放器，但公司仍以250美元的价格计量某些存货，而不是200美元，这一行为是
否合理呢?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般，公司应以历史成本计量存货，即采购存货时发生的成本。然而，这条规则没有指出当
商品单位采购成本不同时，如何将成本分配到期末存货和商品销售成本中。例如，假设一个
零售商持有3件衬衫，成本分别是20美元, 22美元, 24美元。如果零售商以每件30美元售出两
件，这两件的销售成本是多少？

会计人员发展了四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解决成本问题：（1）个别计价法；（2）先进先出
法；（3）后进先出法；（4）加权平均法。在解释存货成本计量方法之前，我们简单介绍一
下永续盘存制并与定期盘存制相比较。

在第6章，重点介绍了定期盘存制。在定期盘存制下，获得商品时借记采购账户，另外还有
其他账户，例如采购折扣，采购退回与折让和购进运输用于相关采购交易。公司在期末时才
能决定商品的销售成本，即可供出售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成本的差额。在商品售出时并不记
录其成本，而且没有关于存货短缺的信息。他们假设除期末存货外的所有商品都已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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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5 永续盘存记录（先进先出法）

存货管理软件包的应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定期盘存制转向永续盘存制。在永续盘存制
下，公司没有采购及与采购相关的账户，而是把所有分录包括购买商品以直接销售给顾客记
在库存商品账户。因此，公司借记或贷记库存商品，而非借记或贷记采购、采购折扣、采购
退回与折让和购进运输。在销售时，公司编制两个分录：第一个借记应收账款或库存现金，
以零售价贷记销售。第二个借记商品销售成本，以成本贷记库存商品。因此，在期末库存商
品账户显示出仍持有的存货的成本。库存存货账面价值与实际库存的比较，也许会揭露存货
的盘亏。因此，永续盘存制对存货的内部控制十分重要。

永续盘存记录即使公司可以手工使用永续盘存方法，但使用电脑更容易跟踪存货数量和价值
的进出。手工和电脑操纵都对存货的每一品种保持记录。圖表 7.5是Entertainment
World，一家销售不同品牌电视机的公司，娱乐世界的存货记录。这个记录显示了一个特殊
定品牌和型号电视机的存货记录信息。记录中包含的其他信息有（1）公司对库存期望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2）什么时间、多少单位、以什么价格获得了商品，（3）什么时间、多少
单位商品被售出，分配到商品销售中的成本是多少。仍持有的商品数量及成本也可获得。
Entertainment World假设最先购入的商品最先售出，这个假设就是存货成本计量的先进先
出法（FIFO），我们将在后面再讨论它。

会计视角：技术的应用
在永续盘存制下，用电脑跟踪存货可降低成本。如果以人工持续更新存货记

录，营业周转率高的商店可能导致成本超过其收益的结果。大部分零售商店在

收银台使用 扫描出纳机浏览所购产品的存货条码。这些条形码不仅提供精确的

销售价格，而且记录已售出的商品以用于对存货成本进行持续更新。

以下的对比内容揭示了定期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下存货会计的不同点。我们利用圖表 7.5中
的数据来解释这些不同点，并做一些附加假设。之后，我们介绍永续盘存制日记账分录的编
制。

这是在每种方法下7月5日采购的日记账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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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在7月5日购买的两件商品因不合格退还给供应商，则记账分录为：

• 假设供应商因商品不合格同意给予公司600美元的折让，则记账分录为：

• 假设公司为7月5日的采购支付100美元的运费，则记账分录为：

从这些分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永续盘存制下库存商品账户用于记录采购、采购退回与折
让、采购折扣和购进运输。而且，售出商品时，销售方借记（增加）商品销售成本，贷记
（减少）库存商品。

在永续盘存制下，会计期末时唯一需要结转的与商品相关的账户是商品销售成本账户；采
购、采购退回与折让、采购折扣和购进运输账户甚至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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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6 期初存货，采购和销售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当你在超市购买了一盒早餐麦片，收银员会扫描盒子上的条形码。你能在视频

显示器上看到商品的名称和价格。相关信息也会印刷在购物小票上，以便你能

将收到的 商品与你支付货款的商品相比较。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结尾。信息同

时会反馈到商店的的电脑以更新存货记录。根据此信息与其他信息，从仓库提

取更多商品，以便 可以补充商店物品。当存货库存降低时可向供应商订购更多

的商品——比如供应早餐麦片和其他商品的批发商。采购和支付货款所需的文

件一般采用比较经济的处理 过程生成，此过程称为电子数据互换（EDI）和电

子资金转帐（EFT）。

利用圖表 7.6中采购、销售和期初存货的数据，接下来我们解释存货成本的四种计量方法。
除个别计价法外，我们首先介绍使用定期盘存制的所有方法，然后介绍使用永续盘存制的所
有方法。可供出售商品总数为80，总成本为690美元。期末库存盘点显示，企业仍持有20单
位商品。60个单位商品的销售收入是780美元。要回答的问题是：20单位的存货成本为多
少？销售出的60单位商品的成本是多少？

个别计价法存货成本计量的个别计价法将实际成本与一件具体的单位产品联系起来，这种方
法通常用于大型商品时，比如汽车。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应用。应用这种方法时，公司必须明
确使用一系列的数字或识别标签来识别每件商品。

举例来说，假设圖表 7.6中的公司可确定年底20件存货的来源，其中10件来自8月12日的采
购，另外10件来自11月21日的采购。 公司关于期末存货成本的计算见圖表 7.7。从可供出
售商品成本690美元中减去期末存货成本181美元，剩余509美元为商品销售成本。注意，你
同样可以通过记录每件已销售产品的成本来确定年销售成本。509美元商品销售成本是损益
表中的费用，181美元期末存货是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资产。

个别计价法将成本与具体的单位存货联系起来。这种方法不涉及任何的其他存货成本计量方
法中关于成本流动的假设。概念上，这种方法将成本与存货实际流动相联系，并消除了对确
定成本时间的强调。因此，在定期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中应用个别计价法会产生相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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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7 个别计价法判定期末存货

定期盘存制下的先进先出法（FIFO）存货成本先进先出法假设当公司实际销售货物时，最先
购进货物的成本计入货物销售成本。这种方法假设最先购进的货物也最先售出。在一些公司
中，最先购进的货物必须最先售出，以防止损坏导致的损失。这些产品比如说新鲜的日常产
品、水果和蔬菜应该可以在先进先出法基础上出售。在这些情况下，假设存货以先进先出法
流动与实际物品流动相一致。

使用先进先出法的公司，假设旧的货物先卖出，新一些的货物仍持有在手中，所以期末存货
由最近的采购构成。当使用定期盘存制时，为了判定期末时基于先进先出法的期末存货成
本，你首先需要列出最近的采购成本。如果期末存货包括比最近购进量更多的产品，它在单
位成本产生时同样包括来自次新的购进产品等等。你得列出这些产品——由最新的购进直到
数量与期末存货相一致。

在圖表 7.8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定期盘存制下，怎样应用先进先出法判定期末存货成本。公
司假设20个单位期末存货由11月21日购进的10个单位存货以及10月12日购进的10个单位存
货组成。期末存货总成本是179美元，商品销售成本是511美元。

圖表 7.9显示了在定期盘存制下，基于先进先出法的商品销售成本和期末存货成本的关系。
80个单位的可供出售货物由期初存货和该时期内所有的购进组成。基于先进先出法，20个
单位的期末存货由最近的购进构成——11月21日的10个单位和10月12日的10个单位——成
本是179美元。我们假设期初存货和其他更早的购进已在期间内售出，代表了511美元的商
品销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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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8 定期盘存制下用先进先出法决定期末存货成本

圖表 7.9 先进先出法下的成本流

定期盘存制下的后进先出法存货成本计量方法的后进先出法假设当公司实际发生销售时，最
近购进的货物形成其销售成本。

在圖表 7.10中，我们展示了定期盘存制下的后进先出法的应用。由于在定期盘存制下，公司
将最近采购的货物成本结转到销售成本中，所以期末存货总是由最早购进的货物构成。因
此，在定期盘存制下决定存货成本时，公司应该列出最早购进的货物数量及其成本。先列出
的即为期末存货，接下来是第一次采购等等，直到列出的存货数量与期末存货数量相一致。
因此，圖表 7.10中的期末存货由期初存货的10个单位和3月2日购买的10个单位构成。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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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位存货的总成本是165美元，即期末存货成本。商品销售成本是525美元。圖表 7.11是
定期盘存制下后进先出法成本流的展示。

圖表 7.10 定期盘存制下的后进先出法的应用

圖表 7.11 定期盘存制下基于后进先出法的成本流

基于定期盘存制的加权平均法存货加权平均法是利用单位加权平均成本来确定期末存货成本
的一种方法。公司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来决定基本相同的单位产品成本，例如在玩具店相同的
游戏或者在硬件商店相同的电子工具。因为单位产品相同，所以公司可以给其分配相同的单
位成本。

基于定期盘存制，公司在会计期末时通过用可供出售商品总成本除以期间采购产品数量与期
初存货量之和来确定单位平均成本。期末存货则以此单位平均成本为基础求得。为了明白一
家公司在定期盘存中如何使用加权平均法决定期末存货成本，见圖表 7.12。注意，我们计算
单位加权平均成本时，是用可供出售商品成本690美元除以可供出售商品数量80。因此，单
位加权平均成本为8.625美元，也就意味着每件已售单位产品或者留存下来的单位产品成本
是8.6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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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12 定期盘存制下基于加权平均法决定期末存货成本

圖表 7.13 在永续盘存制下基于先进先出法决定期末存货成本

基于永续盘存制的先进先出法基于永续盘存制，因为在期间内编制了所有必需的会计分录，
所以库存商品账户余额反映了公司最近的采购业务，而且公司在商品销售成本账户中记录了
商品销售成本。圖表 7.13展示了在永续盘存制下应用先进先出法如何决定期末存货成本。这
项说明使用了同圖表 7.5中的永续盘存记录相同的模式。在发生采购或销售业务时，公司在
存货账户中持续记录了存货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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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14 在永续盘存制下基于后进先出法决定期末存货成本

在看圖表 7.13时应注意的事项是，在每一笔销售业务发生时，公司假设已售物品是持有的最
旧的货物。因此，在每次交易结束后，公司可立即从永续盘存记录中决定库存商品账户的余
额。在12月21日的采购业务发生后。库存商品账户余额即为最近购买的20个单位商品。期
末存货总成本为179美元，公司将其作为流动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在会计期间内，公
司针对发生的销售业务借记商品销售成本511美元。把511美元与179美元的期末存货账户余
额相加即为690美元的可供出售商品成本。基于先进先出法，无论是永续盘存还是定期盘
存。期末存货和商品销售成本都会得出相同的数额。

基于永续盘存制的后进先出法从圖表 7.14中可看出在永续盘存制下如何使用后进先出法。在
这种盘存制下，存货总额和余额都随着每次采购和销售更新。在查看圖表 7.14时需注意的事
项是，在每一笔销售业务发生时，公司都假设最近采购的货物最先售出。尽管这个期间发生
了许多次采购和销售业务，但在我们的例子中，期末存货仍然包括来自期初存货的10个单位
存货。期末存货的其余部分由最后一次的采购业务构成，因为在12月21日的采购业务之后
没有发生销售业务。期末存货中20个单位商品的总成本是171美元；商品销售成本为519美
元。圖表 7.15生动地展示了在永续盘存下基于后进先出法的成本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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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15 基于永续盘存流程的LIFO溢出成本

会计期间内在永续盘存制的基础上应用后进先出法，如圖表 7.14所示，与年末时在定期盘存
制的基础上应用后进先出法，所得的期末存货与商品销售成本不同。（比较圖表 7.14和圖表
7.10以证实在两种盘存制下，期末存货和商品销售成本都是不同的）基于此原因，如果期间
内在永续盘存制的基础上应用后进先出法，因税收目的，在年末时为充分利用后进先出法的
优势，有时需要编制一些调整分录。结合应用永续盘存制和后进先出法需编制的调整分录不
在本书的解释范围内。

圖表 7.16 定期盘存制下基于加权平均法决定期末存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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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圖表 7.15和圖表 7.11中分别在永续盘存制和定期盘存制的基础上使用后进先出法的成
本流。注意在两种盘存制下，期末存货和商品销售成本的金额都不相同。

基于永续盘存制的加权平均法在永续盘存制的基础上，每笔采购业务发生后，公司通过用可
供出售商品的总成本除以可供出售商品的总数量，计算新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这个单位成
本是一个移动的加权平均值，因为在每一笔采购业务发生后，单位成本都会改变。在圖表
7.16中我们可以看到，怎样使用永续盘存制来计算移动加权平均值。在每笔采购业务发生后
计算出的移动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就是在下次采购业务发生前销售商品的单位成本。20个单
位期末存货的总成本为178.58美元，所以期末存货的单位成本为8.929美元。在此流程下的
商品销售成本为690美元减去178.58美元或者511.42美元。

个别计价法的优缺点对存货成本计量采用个别计价法的公司，其优势在于公司列示的期末存
货成本和商品销售成本都是真实的。一些会计人员认为个别计价法提供了最精确的成本与收
益配比关系，因此，这个方法在理论上是最理想的方法。以上表述对于某些科目是正确的，
例如，自动化设备或不动产。对于这些科目，使用其他方法也许没有逻辑。

个别计价法的一个缺点是它允许控制收入。例如，假设某公司以不同的价格购买了三件相同
的产品。一件单位成本为2000美元，一件为2100美元，第三件为2200美元。公司以2800美
元卖出一件产品。这三件产品是相同的，所以顾客并不关心公司出售的是哪一件商品。然
而，公司的毛利润可以是800美元、700美元或600美元，取决于公司运送的是哪一件商品。

先进先出法的优缺点先进先出法主要有四个优点：（1）应用简单（2）假设的成本流与正常
的商品实际流动一致（3）收入不可操纵（4）资产负债中的存货金额与现行市场价值近似相
等。先进先出法的优点会全部显现出来，因为当公司销售产品时，首先从存货中结转出的商
品销售成本是持有的最旧的货物的成本。公司不能通过选择出售哪件产品来控制收入，因为
已售出的一件产品的成本不是由一系列数字决定的。相反，与已销售的单位产品相联系的成
本总是最旧的货物的成本。应用先进先出法时，在期间末发生的采购业务不会对商品销售成
本和净利润产生影响。

先进先出法的缺点包括:（1）.账面收益的确认（2）通货膨胀时加重税收负担。我们将在讨
论后进先出法的优点时讨论这些缺点。

后进先出法的优缺点后进先出法的优点建立在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基础上。后进先出法的支
持者声称如果在存货价格上升的趋势下使用先进先出法将导致存货利润（或账面利润）。存
货利润在销售发生时等于单位存货的当前重置成本减去存货的单位历史成本。

例如，假设某公司持有三件同一品种的产品，每件产品的采购成本不同，分别为12美元，
15美元和20美元（最近的采购成本）。该产品的单位销售价格通常会上升，因为其单位重
置成本在上升。假设公司以30美元的价格售出一件商品，应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出的毛利润为
18美元（30美元-12美元），而应用后进先出法计算出的毛利润为10美元（30美元-20美
元）。后进先出法的支持者也许会说，应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出的额外的8美元就是存货（账
面）利润，它只不过公司在购买另一件产品时必须花费的额外的商品销售成本（8美元+12
美元=20美元）。因此，这部分利润是不真实的，它只存在于账面上。公司不能将这8美元
的利润分配给股东，但为了继续持有那件特定的产品，公司必须将其保留在账面上。后进先
出法在继续补充存货的同时列示了可分配给股东的实际利润。

通货膨胀期间，在各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中，后进先出法列示的商品销售成本是最大的。原
因在于应用此方法时，结转至商品销售成本的最新存货成本也是最高的存货采购成本。商品
销售成本越高。净利润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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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后进先出法的人认为此方法可以使成本与收益更好的匹配。当公司采用后进先出法时，
损益表列示的销售收入和商品销售成本都是现行市场价值。由于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出的毛
利润可能包含实质性的存货利润，由此采用后进先出法计算出的毛利润比采用先进先出法计
算出的毛利润可以更好的体现管理层获得收益的能力。

先进先出法的支持者认为后进先出法（1）未售出的产品的成本与销售收入匹配冲突（2）低
估存货成本（3）可操纵收入。

第一条批判认为采用后进先出法，将未出售的产品成本与收入匹配时有冲突。此批判内容是
对假设的存货成本流动是否应该与实际存货流动相一致的争论的延伸。后进先出法的支持者
声称，将存货的当前成本与当前获得的收入相匹配比担心成本流与实物流动的匹配更有意
义。

第二条批判“严重低估存货成本”是有效的。采用后进先出法的公司列示的存货成本也许只是
当前重置成本的一部分，特别是存货成本为几十年前的历史成本时。后进先出法的支持者认
为利润表提升的有效性可以充分抵消对资产负债表中存货价值低估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三条批评“后进先出法可操纵收入”也是有效的。公司采用后进先出法时，利润是可操纵
的。例如，假设管理层希望降低利润。公司可在将近期间末尾时以现行高价格采购产品，且
采购数量比较反常，然后再在下期出售。采用后进先出法时，这些高成本会记为本期商品销
售成本，导致列报的净利润实质性下降。为获得高利润，管理层可将正常数量存货的采购推
迟到下期，这样本期的商品销售成本就可以包含一些比较旧且成本比较低的存货。

后进先出法的税收利益当价格上涨时，后进先出法可产生最低的应税所得额，从而产生最低
的所得税。只有当公司因财务报告目的采用后进先出法时，国内收入署才允许公司因税收目
的采用后进先出法。公司为了便于报表使用者进行比较，也许会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采用
其他存货成本计量方法计算出的存货金额以供选择。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高度通货膨
胀，许多公司为了获得税负优势，从先进先出法转换成了后进先出法。

加权平均法的优缺点当价格上升时，公司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的商品销售成本低于采用后
进先出法的计算结果，高于先进先出法的计算结果。存货也不会像采用后进先出法时严重低
估，但不如采用先进先出法更新快。加权平均法比较居中。采用加权平均法时，公司可通过
在年末采购或不采购原材料来操纵收入。然而，加权平均法也减少了采购或不采购原材料的
影响。

这四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法，都包含企
业内部成本流转假设。在一些例子中，假设的成本流转可能与商品实际流转一致。例如，新
鲜肉类和日产品必须使用先进先出法以避免腐坏损失。相反，公司使用堆放的煤时则采用后
进先出法，因为新采购的煤在煤堆上层且最先售出。罐装汽油是实物平均流转的例子。当油
罐重新装满汽油时，新油与旧油混合在一起。因此，使用的汽油都是新旧汽油的混合物。

尽管实物流动有时可支持存货计量方法，但现在会计人员认识到存货计量方法假设的成本流
动不一定要与实际物质流动一致。事实上，针对忽略实物流和基于其他标准选择存货成本计
量方法是存在一些比较好的理由的。

在圖表 7.17和错误：引用源未找到中，我们引用了圖表 7.6中的数据，然后分别在永续盘存
制和定期盘存制的基础上，使用四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计算商品销售成本、存货成本和毛利
润。四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会有差异，因为公司在采购商品时支付的价格不同。如果采购价格
相同，那么这四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就不会产生差异。因为公司的采购价格很少保持不变，所
以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会影响商品销售成本、存货成本、毛利和净利润。因此，公司必须在
财务报表中披露使用的存货成本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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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计量方法最正确？四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都是可取的，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唯一正确
的。在不同情景下，四种方法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

如果公司想要将销售收入与商品的当前成本匹配，则可以使用后进先出法。如果公司在产品
价格上升期间想要减少所得税，也可以使用后进先出法。另一方面，后进先出将实际未售出
的产品与收入相匹配会有冲突。同时，采用后进先出法的公司可通过改变额外采购的时间来
操纵利润。

先进先出法和个别计价法产生的历史成本与收入的匹配关系更精确。然而，先进先出法会导
致账面利润上升，个别计价法更容易操纵利润。通过加权平均法也可以操纵利润。只有在先
进先出法下，操纵利润是不可能的。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管理层决定采用哪一种或哪几种（后进先出，先进先出等）存货成本计量方

法。同时，管理层必须决定哪种方法在表现经济效益时是最有意义、最有用

的。接下来，公司必须持续使用选择的方法。

Kellwood公司的主要业务有销售、营销和以女装为主的服装制造。注意观察以

下来自Kellwood公司的财务报表的补充说明，与其他公司一样，该公司在同一

企业内部采用了几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

重要会计政策总结

3.存货和收入的确认

存货以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德方法披露。国内存货的46%使用先进先出法确定
其价值，剩余的国内存货部分采用后进先出法确定价值。国外子公司采用个别
计价法确定存货价值。货物装运后确认销售收入。

一般来说，公司会使用最适合其经营环境的的存货成本计量方法。然而，尽管公司可自由选
择计量方法，但并不允许其经常改变计量方法，特别是为了提高需披露的利润时。连续改变
计量方法违反会计的一致性原则，该原则要求公司在不同期间准备财务报表时使用相同的会
计政策和方法。会计方法的一致性可以使财务报表使用者将公司不同期间的财务报告进行比
较并预测未来动态。

圖表 7.17 基于永续盘存制的不同存货成本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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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18 基于定期盘存制的不同存货成本计量方法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尽管有一致性要求，有时公司也会改变其存活成本计量方法。改进财务报告披

露是存货成本计量方法可以改变的唯一理由。公司改变其存货计量方法后，必

须进行充 分披露。通常公司会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存货成本计量方法的改变进

行充分披露。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内容包括对改变的完整描述、改变的原

因，而且，如果可能 的话，还要披露这一改变对净利润的影响。

J. M. Tull工业有限公司销售可用于严重腐蚀条件和高温环境的多种金属（铝、

黄铜、铜、钢、不锈钢、镍合金）。例如，当J. M. Tull公司将平均成本与市场

价值孰低法改为后进先出法后，该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就会有以下针对该项改变

的解释内容：

注释B:存货计量方法的改变

本公司将所有实质性存货的成本计量方法由原来的平均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的
方法改为后进先出法。做出这种改变是因为管理层认为，后进先出法通过将现
时成本与现时收入更紧密的配比在一起可以更清楚的反应公司收益状况。

现在，我们更详细地说明使用永续盘存制时需编制的日记账分录。这些分录以圖表 7.13中的
数据为基础。

由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导致的资产增加，我们会借记库存商品账户。由采购退回与折让、采
购折扣和商品销售成本导致的资产减少，我们会贷记库存商品账户。该账户余额即为公司任
一时刻持有的存货。下面的分录记录了圖表 7.13中3月2日10个单位产品的采购业务:

赊购10单位商品，单价8.50美元

圖表 7.13中在永续盘存制的基础上记录的10单位产品销售，我们也需记录。永续盘存制
下，每一笔销售业务都需有两个日记账分录。一个分录以销售价格为基础——借记应收账款
（或现金），贷记销售额。另一分录以商品成本为基础——借记商品销售成本，贷记库存商
品。假设圖表 7.13中在3月10日售出的10单位商品销售单价为13美元，则日记账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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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出商品后，公司将其成本从资产类账户（库存商品）结转至费用类账户（商品销售成
本）。公司结转成本的原因是销售行为减少了公司资产，而且商品销售成本是公司发生销售
行为的一项费用。因此，商品销售成本账户累积了公司在某期间内售出的所有商品的成本。

销售退回也需编制两个日记账分录，一个以销售价格为基础，一个以产品成本为基础。假设
一名顾客退回成本为20美元，售价为32美元的商品，则相应的减少应收账款和记录32美元
的销售退回的会计分录为：

以下分录将库存商品账户增加20美元，将商品销售成本账户减少20美元：

销售退回会影响收入和商品销售成本，因为公司结转至商品销售成本的产品实际上已退还给
销售者。相反，给予客户的销售折让只会影响收入因为客户不必退货。因此，如果公司3月
17日给予顾客32美元的销售折让，只需编制第一个会计分录。

库存商品账户余额为公司应持有的存货成本。这也是有些公司选择使用永续盘存制的一个重
要的原因。应持有的存货成本是可以应用的。实际存货决定了该账户余额的准确性。管理层
可能会调查账户余额与实际存货成本之间的任意重大差额。因此可以对存货进行更严谨的控
制。当发现短缺时，就需要编制调整分录。假设发现15美元的短缺（按成本），则分录为：

假设当将商品销售成本结转至本年利润账户是，该账户有年末余额200，000美元，且公司
没有其他相关采购账户需要结转。结转商品销售成本账户余额的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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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存货历史成本计量方法的修改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通常公司会利用历史成本计量存货和商品销售成本。然而，有些情况就证明了来源于历史成
本的偏差。其中一种情况就是存货科目的功能或价值低于其成本。商品销售价格或重置成本
的下降也许可以表明存货功能的损失。这部分内容就主要解释会计人员如何处理来源于存货
历史成本计量方法的修改。

公司对存货成本的计量不应高于其可变现净值。可变现净值指产品的预计售价减去使产品达
到可销售状态以及销售产品过程中估计可发生的成本。通常已损坏、过时或陈腐的商品的可
变现净值低于其历史成本，必须将其账面成本减记至可变现净值。但是，当商品的可变现净
值低于其历史成本时，此商品并不一定是损坏、过时或陈腐的。技术变革和竞争加剧就会导
致计算机、电视机、DVD播放机、数码相机此类产品销售价格的显著下降。

为了说明必须减记存货成本的情况，假设某汽车经销商持有一款促销展览品。经销商在获得
这辆汽车时花费了18000美元，且这辆汽车的原始销售价格为19600美元。由于经销商只将
这辆汽车作为一款促销展览品且将要购进新的样品，这辆汽车现在的预计售价只有18 100美
元。然而，经销商只有在对这辆汽车进行一定的定期维修工作之后，其中包括热身和油漆损
伤修复，才能获得18100美元的销售收入。这些工作和销售佣金总共需要花费300美元。那
么，这款展览品的可变现净值是17,800美元（18,100美元的销售价格减少300美元的成
本）。对于存货项目需编制的日记账分录为：

上述分录将存货价值下降的200美元作为存货效用下降期间的损失处理。只有当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低于其账面成本时，才需编制此分录。如果可变现净值下降，但仍高于存货账面成
本，经销商将按账面成本继续对该存货项目进行计量。

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LCM）是一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该方法是按存货历史成本与当前
市场价值（重置成本）中的较低者对存货进行计量。存货成本是指根据存货成本计量方法个
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或加权平均法确定的存货历史成本。市场一般根据存货
通常采购量的价格确定一件商品的重置成本。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的基本假设是如果某项
产品的采购价格下降，那么其销售价格也已经下降或将要下降。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在会
计工作中已经长期被应用。

根据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当市场价值低于存货项目成本时，存货成本减记至市场价值。
例如，假设某项存货的市场价值是39,600美元，其成本是40,000美元。然后，公司就会记录
一笔400美元的损失，因为存货已丧失了部分创造收益的能力，且公司必须在损失发生期间
确认这笔损失。然而，如果期末存货市场价值为45,000美元，成本为40,000美元，公司将不
确认价值增加。如果确认价值增长将会导致在销售业务发生前确认收益。

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的应用公司也许会对每一存货项目（如专卖商品）、每一存货类别
（例如游戏）或总存货应用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要了解公司如何对个别项目和总存货应
用此方法，请参考圖表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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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每一存货项目分别应用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期末存货成本为5000美元。公司将
在损益表中从可供出售商品成本中扣除5000美元的期末存货，并在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
部分报告这部分存货。如果对每一存货类别应用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则进行比较的则是
每一存货类别的总成本和与其总市场价值。一类存货可能是游戏，另一类可能是玩具。然
后，公司按照成本与市场价值中的较低者对每一存货类别进行计量。如果对总存货应用成本
与市场价值孰低法，期末存货成本则为5,100美元，因为存货总成本5100美元低于存货总市
场价值5150美元。

Du Pont的年度报告包含一个应用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的实际例子。报告陈述如下“实质上
所有存货成本都依据后进先出法确定，且总体来说，存货成本没有超过市场价值”。 总体意
味着Du Pont对总存货应用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宝洁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业务范围有洗衣店、清洁用品、纸张、美容用品、保健

用品、食品和饮料产品等。宝洁公司在其年度报告的合并财务报表附注的注释

说明公司经常在其财务报表附注中揭露其应用的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

存货以成本进行计量，其成本没有超过当前市场价格。成本主要依据加权平均

成本法或先进先出法确定。采用后进先出法计量的存货的重置成本超过账面价

值约169百万美元。

圖表 7.19 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的应用

采用定期盘存制的公司也许会基于以下原因进行存货估计：

• 编制月度或季度财务报表时，不进行库存盘点，但需获得存货成本。进行库存盘点工作
的成本过高，且会扰乱正常的经营运作，一年一次足矣。

• 为了与库存盘点值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存在短缺。
• 当火灾或偷盗造成存货损失时，确定可从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金额。

圖表 7.20 毛利总额法的存货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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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介绍两种当公司没有进行库存盘点时估计期末存货成本的两种方法——毛利法
和零售存货法。

毛利法依据毛利法计算期末存货成本的步骤是：

• 估计毛利（基于净销售额），毛利率使用以往会计期间相同的毛利率。
• 用净销售额减去毛利估计值以确定商品销售成本的估计值。
• 从可供出售商品成本中减去商品销售成本的估计值，来确定期末存货成本的估计值。

综上可说明，毛利法是通过从可供出售商品成本中扣除估计的商品销售成本来估计期末存货
成本。

毛利法假定毛利额和净销售额之间存在一个相当稳定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毛利额一直是
一个相当稳定的净销售额的百分比，并且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当前期间。如果这个比例关系
发生了变化，毛利法就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为了说明计算存货的毛利法，假设Field公司连续几年毛利额所占净销售额的比率都是30%。
以下是该公司2010的部分数据：1月1日，存货40,000美元；商品净采购成本48万美元；商
品的净销售额为70万美元。如圖表 7.20所示， Field公司可以通过从可供出售商品成本中减
去商品销售成本的估计值来估计2010年12月31日的存货。

另一种估计期末存货的公式是应用标准利润表中的公式来解决某一未知数（期末存货）：

毛利法应用于年终财务报表不够准确。在年终，必须进行库存盘点，并且通过个别计价法、
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或加权平均等方法进行价值计量。

零售存货法零售商店在年末以外的时间经常采用零售存货法估计期末存货成本。在会计期间
内进行库存盘点（如每月或每季度）太浪费时间并且明显会干扰正常的业务活动。零售存货
法通过将成本/零售价格这一比率应用到以零售价格披露的期末存货中来估计期末存货的成
本。这种方法的优势是不用进行库存盘点，公司就可以估计期末存货（按成本）。因此，在
不进行实物盘点的情况下，这一估计的使用允许编制中期财务报表（月度或季度）。零售存
货法估计期末存货的步骤是：

• 将期初存货和期间存货净采购量的成本和零售价格分别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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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可供出售商品的成本除以可供出售商品的零售价格以确定成本/零售价这一比率
• 从可供出售货物的零售价格中扣除零售销售额，以确定期末存货的零售价格
• 用期末存货的零售价格乘以成本∕零售价比率以确定期末存货成本

圖表 7.21 存货估计

在圖表 7.21中,我们展示了零售存货法的使用方法。在表中，期初存货的成本（22,000美
元）和零售价（40,000美元）可依据前一期间的计算获得。第一季度的采购金额、采购退
回、采购折让和购进运输费用来自会计记录。采购折让和购进运输费以零售（销售）价列
示。第一季度的销售额（280,000美元）来自销售账户，并且从零售（销售）价格开始。可
供出售商品的零售价总额与已销售商品的零售价总额（即销售额）的差额就是仍持有的货物
的零售价总额的（3月31日的存货60,000美元）。3月31日的存货零售价需要转换成成本用
于列示在财务报表中。我们通过乘以成本∕零售价格比来取得期末存货成本。在本例中，成本
/零售价格比率是60%，这就意味着平均每1美元的销售额中有60美分是商品销售成本。为取
得2010年3月31日的存货成本（36,000美元），我们用期末存货零售价总额（60,000美元）
乘以60%。

3月31日存货成本（36,000美元）经估计确定后，我们从可供出售商品成本（204,000美
元）中扣除存货成本，来决定商品销售成本（168,000美元）。我们也可以用销售额28万美
元乘以成本∕零售价格的比率60%来确定商品销售成本。

下一季度， 36,000美元和60,000美元将分别作为期初存货的成本和零售价总额在表中列
示。在确定可供出售商品的成本和零售价总额时我们还需考虑其他季度数据，包括采购额、
采购退回、采购折让和购进运输费用。依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为第二季度计算出一个新的
成本∕零售价格比。

在每年年底，经销商通常要按零售价格进行库存盘点。因为零售价格是按每一存货项目列示
（而成本则不是），所以以零售价格为标准进行库存盘点比以成本为标准进行盘点要方便得
多。在第四季度时，会计人员可以将库存盘点的存货零售价总额与零售存货法中使用的期末
存货零售价总额相比较，以确定是否存在短缺。

毛利法和零售存货法都可以帮助你检测存货短缺。为了说明用零售存货法如何确定存货短
缺，假设年末库存盘点显示商店持有的存货零售价总额只有62,000美元。假设第四季度零售
存货法的运用显示持有的存货零售价总额应为66,000美元，因此说明有存货短缺零售价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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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000美元。将4,000美元转换为2400美元的成本（4,000美元X 0.60）后，应将其在损益
表中列示为“存货短缺损失”。认识到这种短缺后管理层可以通过提高安全性或者加强员工培
训，减少或者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道德视角：多尔西硬件
Terry Dorsey两年前开创了Dorsey Hardware，一个小五金店，一直在努力

经营。第一年的经营遭受重大损失；第二年获得微薄的净收入。他最初的现金

投资几乎都已耗尽完，因为他不得不抽 回现金作为生活费用。本年度的经营看

上去好得多了。其商店的顾客数量一直在增长，且忠诚度很高。然而，为了提

升销售额，Terry需要将其剩余资金和 40000美元银行贷款的收益再度用来投

资以扩大存货规模、购买新的展示货架和一辆新卡车。

第三年年末，Terry的会计师向他询问他的期末存货数据，并且随后告诉他初步

估计本年度的净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大约为 80,000美元。Terry很高兴，

但随后意识到相应的联邦收入所得税大约为17,250美元。他告诉会计师他没有

足够的现金交税甚至也借不到相应的款 项，因为他在银行还有一笔未偿还的贷

款。

Terry向会计师拷贝了一份损益表的数据，想看看是否有可以减少净 利润的项

目被忽略了。他注意到160,000美元的期末存货已经从640,000美元的可供出

售商品成本中扣除，得出商品销售成本为480,000 美元。720,000 美元的净销

售额和160,000 美元的费用不可以改变。但Terry忽然想出了一个可以减少净

利润的计划。第二天Terry告诉会计师，他在确定期末存货时犯了一个错误，正

确的金额应为 120,000 美元。这个较低的存货量可以使商品销售成本增加

40,000 美元，使净利润减少40000 美元。由此产生的联邦收入所得税只有

6,000 美元，与Teery估计的所得税额大致接近。

为了证明此行为是正当 的，Terry运用了以下论点：(1)联邦税太高，联邦政府

好像也存在征税；(2)这样做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因为当商店有更多盈利时，我

会使用正确的存货 量，就可以偿还跟政府的这笔借款；(3)因为只有我知道正确

的存货金额，我不会被逮捕的，还有(4)我敢打赌，许多其他人也做过同样的事

情。

7.4 分析与使用财务成果——存货周转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分析一家公司的存货时，一个非常值得管理者、投资人和债权人考虑的重要比率就是存货
周转率。这一比率检测的是一家公司是否在其存货量的基础上产生了足够的业务量。存货周
转率计算如下：

存货周转衡量公司在管理和销售存货上的效率，因此，它也就衡量了公司存货的流动性。高
存货周转一般是有效的存货管理的一个标志，并且为公司盈利；存货销售得越快，存货需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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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的时间资金越少，周转率相对较低可能缘于公司存货过多或者储存的存货已过时、转移缓
慢或质量低劣。

在评价存货周转率时，分析人员还会考虑行业类型。当将不同的公司进行比较时，他们会检
查用于计量存货的成本流转假设和商品销售成本。

Abercrombie & Fitch 公司公布的2000年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千元）：

商品销售成本 $728,229

期初存货 75,262

期末存货 120,997

该公司的存货周转率为：

728,229∕[（75,262+120,997）∕2]=7.4

现在你应该理解进行精确的实物盘点的重要性了，并且了解如何对存货进行估价。下一章，
我们会学习内部控制的一般原则和如何控制现金。现金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移动的资产之
一。

7.4.1 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一个会计期间的净利润直接依赖于期末存货的计价。
• 如果夸大期末存货，商品销售成本就会被低估，从而导致毛利润、净利润和留存收益被

高估。
• 如果本年度的期末存货被错报，那么该错报会被延伸至第二年。
• 由期末存货估价错误而导致的本年净利润中的错误会自动引发下一年的净利润产生相反

方向的错误，因为下一年的期初存货会被错误披露
• 存货成本包括取得产品的所有必要支出、使货物达到可销售状态、将商品安置在顾客所

期望的销售位置发生的一系列支出
• 存货成本包括：

1. 销售方的总销售价格减去采购折扣
2. 运输途中货物的保险费用
3. 由买方承担的运输费用
4. 处理成本，例如运输中衣服褶皱熨平的成本

• 个别计价法：将期末存货和商品销售成本中的每一件产品与其实际成本联系起来。在确
定净利润中，个别计价法创造了精确的匹配。

• FIFO（先进先出法）：期末存货由最近的采购业务形成。FIFO假设货物售出后，最先
购进的商品的成本应结转为商品销售成本。在价格上涨期间，FIFO会导致较高的净利
润，因为记录在商品销售成本中的成本比较低。

• LIFO（后进先出法）：期末存货包括最古老的货物成本。LIFO假设最近的采购成本是
记录在商品销售成本中的首次成本。在LIFO下计算出的净利润通常比较低，因为由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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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记录在商品销售成本中的成本比较高。在永续盘存制和定期盘存制中，期末存
货可能不同。

• 加权平均法：期末存货用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估价。在永续盘存制下，每次采购后都会计
算一个新的加权平均值。根据定期盘存，会计期末时用可供出售商品总成本除以期间存
货采购量加期初存货量的总数来计算加权平均值。在决定商品销售成本时，这个平均单
位成本就会应用到每件售出的商品。在加权平均方法下，价格上涨期间的净利润通常高
于LIFO方法下的净利润，低于FIFO方法下的净利润。

• 个别计价法：优点：（1）披露的商品销售成本和期末存货都是已售出和持有的存货的
实际成本（2）提供了成本和收入间最精确的匹配。 缺点：利润操纵是可能的。

• FIFO:优点：（1）FIFO应用简便；（2）假定成本流转通常和货物的实际流动一致；
（3）没有操纵利润的可能；（4）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金额很可能接近当前市场价
值。 缺点：（1）会产生账面利润；（2）价格上涨时，如果此方法应用于纳税目的，
则会产生较重的税务负担。

• LIFO:优点：（1）LIFO方法在当前美元价值下报告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还有（2）当
价格上涨时，如果此方法用于纳税目的，所得税比较低。 缺点：（1）通常商品销售成
本与收入不匹配；（2）严重低估存货；（3）允许利润操纵。

• 加权平均法：优点：由于平均过程，年末采购或不采购存货影响减少了。缺点：可能引
发利润操纵。

• 当发生产品采购、退回、出售或其他调整业务时，永续盘存制都要求编制关于库存商品
的会计分录，以至于存货记录总是反映了持有的实际存货量。因此，每笔销售业务发生
时都需编制关于商品销售成本的会计分录。

• 公司记录的存货产品成本不应高于其可变现净值。可变现净值是指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
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当市场价值低于
存货账面成本时，存货账面成本减记至市场价值。如果市场价值高于存货账面成本，则
不对存货账面价值进行调整。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LCM）可应用于每个存货项目、
每个存货类别或者总存货。

• 根据毛利法，计算期末存货的步骤为：

1. 利用前一会计期间的同一毛利率估算本期的毛利总额（基于净销售额）。
2. 用净销售额减去估算的毛利总额确定商品销售成本的估计值。
3. 用可供出售产品成本减去估算的商品销售成本来确定期末存货的估算额。

• 零售存货法估算期末存货成本的方法为将成本除以零售价格这一比率应用于以零售价格
披露的期末存货中。将可供出售产品成本除以可供出售产品的零售价格以确定成本/零
售价格这一比率。

• 存货周转率衡量了公司管理和销售存货的效率，也度量了公司存货的流动性。

7.4.2 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例题A 以下是关于Adler 公司的期初存货、采购、销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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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存货和采购 销售

数量 单位成本 数量

期初存货 3,250 $3.00 2月3日 5,250

3月 155,000 3.12 5月4日 4,500

5月 108,750 3.30 9月16日 8,000

8月 126,250 3.48 10月9日 7,250

11月 203,750 3.72

30,000 25,000

a.分别采用下面每一种方法计算期末存货

个别计价法:（假设期末存货从8月12日和11月20日的采购中取出同等的两部分）

先进先出法:（a）假设使用永续盘存制（b）假设使用定期盘存制

后进先出法:（a）假设使用永续盘存制（b）假设使用定期盘存制

加权平均法：（a）假设使用永续盘存制（b）假设使用定期盘存制

（单位成本保留四位小数，总成本取整）

b.在后进先出法下和永续盘存制下，写出每一笔采购和销售业务（只需编制关于商品销售成
本的分录）的日记账分录。

例题B

a．Joel公司报告的年度净利润如下：

2007 27,200美元

2008 28,400美元

2009 24,000美元

存货分析报告显示在存货记录中存在以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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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存货金额 正确的存货金额

2007年12月31 $4,800 $5,680

2008年12月31日 5,600 4,680

2007年、2008年和2009年正确的净利润分别为多少？

b.公司发生火灾导致存货发生损毁的当天，该小型企业的会计记录显示的账户余额如下：

库存商品，1月1日，40,000美元

净采购成本（至今）200,000美元

销售额（至今）300,000美元

过去五年的平均毛利率为净销售额的30%。

用毛利法计算期末存货的估计值。

A. Draper 公司的记录显示该公司的年终账户余额为：

成本 零售价

库存商品，1月1日 $17,600 $25,000

采购 68,000 100,000

购进运输费用 1,900

销售额 101,000

用零售存货法估计期末存货值。

7.4.2.1 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例题A答案

a. 期末存货为5,000个单位,计算如下：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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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存货 6,250

采购 23,750

可供出售产品 30,000

销售 25,000

期末存货 5,000

个别计价法下的期末存货：

采购 数量 单位成本 总成本

11月20日 2,500 $3.72 $ 9,300

8月12日 2,500 3.48 8,700

$ 18,000

2.先进先出法下的期末存货：

(a)永续盘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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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存货=（1,250 X﹩3.48）+（3,750 X﹩3.72）=﹩18,300

(b)定期盘存制：

采购 数量 单位成本 总成本

11月20日 3,750 $3.72 $13,950

8月12日 1,250 3.48 4,350

5,000 $18,300*

* 注意期末存货成本与永续盘存制结果相同。

3.后进先出法（LIFO）下的期末成本：

（a）永续盘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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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存货=（1,00 X﹩3.00）+（250X﹩3.12）+（3,750X﹩3.72）=﹩17,730

• 定期盘存制：

数量 单位成本 总成本

库存商品 1月1日 5,000 $3.00 $15,000

4.加权平均法下的期末存货：

（a）永续盘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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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存货=（5,000 X﹩3.6274）=﹩18,137

*凑整差异

（b）定期盘存制：

采购 数量 单位成本 总成本

1月1日 库存商品 6,250 ﹩3.00 ﹩18,750

3月15日 5,000 3.12 15,600

5月10日 8,750 3.30 28,875

8月12日 6,250 3.48 21,750

11月20日 3,750 3.72 13,950

30,000 9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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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单位成本=﹩98,925/30,000=﹩3.2975

期末存货成本=﹩3.2975 X5,000=﹩16,488*

*凑整差异

b.永续盘存制、后进先出法下的日记账分录：

例题B a.修正净利润：

2007 2008 2009 总计

报告的净利润 ﹩27,200 28,400 24,000 ﹩7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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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8 2009 总计

调整额

880

（880）

（920）

920

修正后的净利润 ﹩28,080 26,600 24,920 ﹩79,600

(1)期末存货低估（﹩5,680－﹩4,800=﹩880）

(2) 期初存货低估(5,680－4,800=880)

期末存货高估（5,600－4,680=920）

(3)期初存货高估（5,600－4,680=920）

b.存货的计算

库存商品 1月1日 ﹩40,000

净采购成本 ﹩200,000

可出售产品成本 ﹩240,000

减：估计的商品销售成本

净销售额 ﹩300,000

毛利总额（300,000*0.30） 90,000

估计的商品销售成本 210,000

使用毛利总额法估计存货成本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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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存货的计算：

成本 零售价

﹩17,600 ﹩25,000

采购 68,000 100,000

购进运输费用 1,900

可供出售产品 ﹩87,500 ﹩125,000

销售额 101,000

以零售价格计量的期末存货 ﹩24,000

X70%

﹩16,800

7.4.3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先进先出法（FIFO）一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该方法假定发生销售业务时，最先购进的存
货的成本应结转至商品销售成本。

毛利法估算期末存货成本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将商品销售成本的估算值（依据毛利总额的
估算值确定）从可供出售产品成本中扣除以确定期末存货成本估算值。估计的毛利总额是根
据以前会计期间的毛利率（与净销售额相关）来确定。

存货或账面利润等于在发生销售业务时购买一单位存货的重置成本减去存货的历史成本。

存货周转率即商品销售成本/存货平均额。

后进先出法（LIFO）一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该方法假定发生销售业务时，最近购进的存货
的成本应结转至商品销售成本。

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LCM）一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用存货的历史成本或当前市场价
值（重置成本）中的较低者计量存货。

库存商品销售公司持有的用于出售给顾客的商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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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现净值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使产品达到完工状态并进行出售的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后
的净值。

零售存货法将成本/零售价格这一比率应用到以零售价格披露的期末存货中以估计期末存货
成本。

个别计价法一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将实际成本与一件具体的产品联系在一起。

加权平均法使用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对期末存货成本进行计量的方法。在永续盘存制下，每次
采购后都会计算出一个新的加权平均值。在定期盘存制下，用可供出售商品总成本除以期间
存货采购总量与期初存货量的和来确定加权平均值。期末存货也以此单位成本进行计量。

7.4.4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对错

指出下列表述是否正确

1. 期末存货被高估会导致商品销售成本被高估，毛利总额和净利润被低估。
2. 价格上涨期间， 先进先出法会产生最低的商品销售成本。
3. 依据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当市场价值低于存货账面成本时，应将存货账面成本调

低；当市场价值高于存货账面成本时，应将存货账面成本调高。
4. 根据毛利法，必须先确定毛利总额的估计值，再用以确定商品销售成本和期末存货的估

计值。
5. 使用零售存货法时，可供出售商品的成本和零售价必须是已知的。
6. 在永续盘存制下，商品销售成本是在会计期末编制结转分录时确定的。

多项选择

为下列问题选出最佳答案。

1、Jack公司本会计年度始，有3000件存货，单位成本30美元。在该会计期间内，公司又以
单价36美元购进了5,000件商品，售出4,600件。假设使用定期盘存制，回答以下六个问题。

（1）使用先进先出法的期末存货成本是（ ）
A.104,400美元
B.122,400美元
C.120,000美元
D.147,600美元
E.以上都不正确

（2）使用先进先出法的商品销售成本是（ ）
A.165,600美元
B.150,000美元
C.147,600美元
D.122,400美元
E.以上都不正确

(3) 使用后进先出法的期末存货成本是（ ）
A.104,4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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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4,750美元
C.156,000美元
D.122,400美元
E.以上都不正确

（4）使用后进先出法的商品销售成本是（ ）
A.155,250美元
B.114,000美元
C.147,600美元
D.165,600美元
E.以上都不正确

（5）使用加权平均法的期末存货成本是（ ）
A.114,750美元
B.157,600美元
C.122,400美元
D.109,650美元
E.以上都不正确

(6) 使用加权平均法的商品销售成本是（ ）
A.147,200美元
B.160,350美元
C.155,250美元
D.114,000美元
E.以上都不正确

2.在价格上涨期间，哪种存货方法有望得到最高的净利润（ ）
A.加权平均法
B.先进先出法
C.后进先出法
D.个别计价法
E.不确定

现在与本章末自测题答案对照检查一下。

7.4.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为什么存货的合理计量很重要？
• 为什么期末存货被低估会导致本期净利润被低估同样的数额？
• 为什么期末存货的错误影响两个会计年度？
• 实地盘存的意义是什么？实地盘存中会计人员的职责是什么？
• 存货中包括哪些成本项目？包括这样的成本项目产生的实际问题是什么？
• 需在定期盘存制中应用而在永续盘存制中不需要使用的账号有哪些?
• 在永续盘存制中，商品出售时需编制的会计分录有哪些？
• 为什么永续盘存制比定期盘存制对存货的控制力更强？
• 为什么商业中应用永续盘存制的越来越多？
• 成本流转假设是什么？货物的实际流动意味着什么？成本流转和货物的实际流动之间存

在关系吗，或者应该存在这样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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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家公司使用后进先出法，说明它可以如何操纵净利润。在先进先出法下会有这样
的机会吗？为什么会有或为什么没有？

• 使用先进先出法 和后进先出法的主要优点是什么
• 哪种存货计量方法是正确的？ 公司能否改变存货计量方法？
• 为什么在永续盘存制和定期盘存制下，分别应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出的期末存货和商品销

售成本相同？
• 您同意以下表述内容吗？减少当期的应付税款是是企业管理的目标之一，而后进先出法

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因此所有企业都应使用后进先出法。
• 什么是可变现净值，以及如何使用它？
• 为什么可以接受通过将存货账面价值减记至市场价值确认损失，但不能接受通过增加存

货账面价值确认利得？
• 在什么情况下估计存货的毛利法的估计值接近于正确数额？
• 估计期末存货成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年末财务报表中公司可以只依靠毛利法决定期末存货和商品销售成本吗？
•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应用零售存货法估计存货成本？
• 限制基于年报附录中财务报表的注释的限制包含，使用了什么存货计量方法？

7.4.6 练习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克罗克公司报告的年度净利润，如下所示：

2008 $484，480

2009 487，680

2010 409，984

对其存货的分析揭露了以下不正确的存货数额及其正确数额：

错误的存货数额 正确的存货数额

2008年12月31 $76,800 $89,600

2009年12月31日 86,400 77,600

假设使用正确的存货数额，计算每一年的年度净利润。

练习B Slate卡车公司制造卡车,每辆卡车有唯一的连续的编号来识别。12月31号，某客户向
公司订购了5辆卡车，此时公司存货中有20辆卡车。其中十辆卡车每辆成本20,000美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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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十辆每辆成本为25,000美元。如果Slate公司希望今年的净利润最小化，将运走哪些卡
车？通过选择不同组的卡车，Slate公司可以减少多少净利润？

练习C Miami折扣公司存货记录如下：

数量 单位成本 总成本

期初存货 3,000 $38,00 $114,000

采购：

2月14日 900 39.00 35,100

3月18日 2,400 40.00 96,000

7月21日 1,800 40.30 72,540

9月27日 1,800 40.60 73.080

11月27日 600 41.00 24,600

销售：

4月15日 2,800

8月20日 2,000

10月3日 1,500

12月31日存货有4,200件产品,Miami折扣公司使用的是永续盘存制。用表格列示说明永续盘
存下使用先进先出法对期末存货的计量。

练习D 根据上题中Miami折扣公司的数据，用表格列示说明永续盘存下使用后进先出法对期
末存货的计量。

练习E 伦敦公司期初存货有160件产品，单位成本24美元。以下是该年存货交易清单：

1月8日， 售出40单位产品

1月11 日 采购 80 单位存货，单价30.00美元。

1月15日 采购 80 单位存货，单价32.00美元

1月22 售出80单位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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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信息，使用加权平均成本给期末存货定价，假设使用永续盘存制。

练习F Kettle公司在其运营第一年关于A产品的采购业务如下：

日期 数量 单位成本

1月2日 1,400 ﹩7.40

3月31日 1,200 7.00

6月5日 2,400 7.60

11月1日 1,800 8.00

公司期末存货有2,400件产品，且该公司使用定期盘存制。

a、分别使用下列每一种方法计算期末存货成本：(1)先进先出法（2）后进先出法（3）加权
平均法；

b、指出哪一种方法计算出毛利总额最大，并解释其原因

练习G 以下是关于Custer公司的部分交易的相关数据：

2010年9月18日，以每单位360美元的价格购进20单位产品，货款未付;

2010年9月20日以每单位576美元的价格赊销6单位产品；

年末库存盘点，存货盘亏2640美元

在永续盘存制、先进先出法下编制关于这些交易的日记账分录。假定期初存货由 20 单位存
货组成，单位成本336美元。

练习H 以下是关于Gamble公司的部分交易记录：

1. 以每单位24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00单位产品，现金折扣条件为2/10, n/30;
2. 在折扣期内，支付了交易（1）的货款;
3. 以每单位384美元的价格售出80单位产品，现金收付;
4. 以每单位360美元的价格购进100件产品，现金折扣条件为2/10,n/30;
5. 在折扣期内支付了交易（4）的货款；
6. 以每单位552美元的价格售出60单位产品，现金收付;

编制以上业务的日记账分录。假定Gamble公司使用永续盘存制、先进先出法。

练习I Wells公司二月份的交易记录如下所示：

1. 以每单位65美元的价格购进135件产品，货款未付；
2. 以每单位90美元的价格售出108件产品，货款尚未收到；
3. 以每单位75美元的价格购进170件产品，货款未付；
4. 以每单位95美元的价格售出122件产品，货款尚未收到；
5. 以每单位100美元的价格售出67件产品，货款尚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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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初存货由67件产品，单位成本为55美元

编制以上存货交易的日记账分录，假设该公司使用永续盘存制、后进先出法。不必编制关于
销售交易的会计分录。

练习J以下是关于Kintech公司的存货数据：

1. 1月1日公司持有400件产品，单位成本28.80美元；
2. 一月售出80件产品；
3. 二月总共售出120件产品；
4. 3月1日，以30.24美元的单价购进200件产品；
5. 三月到八月之间销售160件产品；
6. 9月一日以33.12美元的单价购进40件产品；
7. 9月到12月总共售出了180件产品

练习K 某公司以12.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000件产品，又以13.2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2000件
产品。当这些产品的当前重置成本为13.80美元时，公司以18.00美元的价格将其全部售出。
计算出先进先出法下的毛利总额，后进先出法的支持者称其为存货利润或账面利润。

练习L 克莱顿公司2010年1月1日有12,000 件存货，单位成本为 160美元。在2010年，购进
并售出大量产品。另外在2010年间，该产品的采购价格稳步下降，直至年底为120美元。公
司年末存货有18000件产品。指出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中，哪种方法披露的净利润较高。

练习M 列维汽车公司拥有一辆豪华汽车，已经样品使用了8个月。该汽车标价85000美元，
制造成本为75，000美元。在本会计年度末，公司仍持有该汽车，预期售价为80,000美元。
销售汽车时发生的成本包括热身和维修费用3,000美元，广告费1,000美元，且销售价格的百
分之五作为雇员出售汽车的佣金。计算该汽车在存货中应列示的金额。

练习N 某公司销售的音响系统成本为3,600美元，原始售价为4800美元。6个月后，该音响
系统被新的产品所取代。该音响系统的估计售价为2,880美元，但是当公司发生480美元的维
修费用后，其估计售价可达到3,840美元。编制当纯音响的市场价值下降时，账簿中必须要
有的日记账分录。

练习O你的助理编辑了以下数据：

项

目

数

量

单位成本

（单位：

美元）

单位市场价

值（单位：

美元）

总成本

（单位：

美元）

总市场价值

（单位：美

元）

A 300 57.60 55.20 17,280 16,560

B 300 28.80 33.60 8,640 10,080

C 900 21.60 21.60 19,440 19,440

D 500 12.00 13.20 6,000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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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对每一存货项目进行减值测试。计算期末存货金额及减值金
额。

练习P 根据上一题中的数据，将所有存货项目作为一个组合，利用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对
其进行减值测试，计算期末存货成本。

练习Q 蒂利-米尔公司以在每个日历年度会计期间末都会进行库存盘点，以在财务报表中披
露期末存货量。过去几年的财务报表显示毛利总额对净销售额的平均利率为25%。7月18
日，一场大火烧毁了整个商店及其内部货物。这是一个防火跳马的完整记录。通过7月17
日，这些记录显示：

库存商品，1月1日 1 672 000美元

采购商品 940.8万美元

采购退回 134，400美元

购进运输费用504,000美元

销售额 1433.6万美元

销售退回672 000美元

该公司完全保险，要求你确定其对商品损失的索赔金额。

练习R 瑞安公司在每个日历年度会计期间末都会进行库存盘点。过去几年的财务报表显示毛
利总额对净销售额的平均利率为30%。

6月12日，一场大火烧毁了整个商店的建筑和存货。防火跳马中有完整记录。 6月11日全
天，这些记录显示：

库存商品 1月1日 $120,000

采购商品 $3,000,000

采购退回 $36,000

购进运输费用 $204,000

销售额 $3,720,000

该公司完全保险，要求你确定其对商品损失的索赔金额。

练习S Victoria Falls尔斯公司记录显示， 2010年12月31日账户余额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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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零售价

期初存货 42000美元 575000美元

采购 25000美元 37500美元

购进运输费用 500美元

销售额 52500美元

根据以上数据，采用存货估值的零售存货法确定期末存货成本的估计值。

7.4.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凯利公司对外报告2009年净利润358,050美元，2010年371,400美元，2011年
325,800美元，但该公司2009年12月31日及2010年使用的存货金额都是错误的。最近，凯
利公司更正了这些日期的存货量。凯利在计算2011年净利润时，采用的2011年12月31日的
存货金额是正确的。

错误 正确

2009年12月31日 72, 600美元 86,200美元

2010年12月31日 84,000美元 70,200美元

准备表格列示以下内容：（一）每年公布的净利润，（二）每年需修正的金额（三）每年正
确的净利润。

问题B 关于Lanal公司2009年12月31日财务记录的一项检查披露了该公司2009年及以前年
度库存商品的相关内容：

2005年12月31日，存货是正确的；

2006年12月31日，存货被高估200,000美元；

2007年12月31日，存货被高估100,000美元；

2008年12月31日，存货被低估220,000美元；

2009年12月31日，存货是正确的。

每年报告的净利润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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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384,000美元

2007年 544,000美元

2008年 670,000美元

2009年 846,000美元

a、编制表格列示该公司2006-2009年正确的净利润。

b、每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中出现了哪些错误？假设每年的错误与其他年份的错误是相
互独立的。

c、将正确的净利润与每年报告的净利润进行对比，评价其差异的内涵。

问题C 布雷特公司销售个人电脑，使用个别计价法计量存货。2010年11月30日，该公司持
有46台OrangeⅢ个人电脑，其取得日期及成本如下所示：

日期 数量 单位成本

7月3日 10 10,080

9月10日 20 9,600

11月29日 16 10,700

布雷特1公司12月份以12,720美元的价格售出36台OrangeⅢ电脑，且12月份没有再购进过
相同型号的电脑。

a、假设该公司售出的是可使12月份的毛利总额最大化的OrangeⅢ电脑，计算该公司12月
份销售此型号电脑的毛利总额。

b、假设该公司售出的是可使12月份的毛利总额最小化的OrangeⅢ电脑，计算该公司12月
份销售此型号电脑的毛利总额。

c、根据你对a、b问题答案的看法，你如何看待“个别计价法不应作为存货成本计量方法”这
一问题?

问题D 顶针公司的存货记录列示如下：

3月1日 期初存货有10单位产品，单位成本40美元；

3日 售出5单位，每单位94美元；

10日 购进16单位，每单位48美元；

12日 售出8单位，每单位9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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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售出7单位，每单位96美元；

25日 购进16单位，每单位50美元；

31日 售出8单位，每单位96美元。

假设所有的采购及销售交易都是以赊欠的方式进行的。

使用先进先出法永续盘存制，编制三月份的日记账分录。

问题E 以下是Ripple公司2010年4月的采购及销售业务u，4月日没有存货

采购 销售

数量 单位成本 数量

4月3日 3,200 33.00 4月6日 1,500

4月10日 1,600 34.00 4月12日 1,400

4月22日 2,000 35.00 4月25日 2,300

4月28日 1,800 36.00

a.在永续盘存制下，分别使用以下方法计算2010年4月30日的期末存货：（1）先进先出法
（2）后进先出法（3）加权平均法（单位成本保留四位小数，总成本取整）

b.在定期盘存制下，计算a中的问题。

问题F 参考问题E中的数据

a.使用后进先出法、永续盘存制，编制以上采购和销售业务（只需编制与商品销售成本有关
的分录）的日记账分录。

b.使用后进先出法、定期盘存制，解决问题a，包括结转分录。（注意：可以参考第6章的附
录）

问题G 以下是关于Braxton公司2010年期初存货、采购和销售相关的数据：

数量 单位成本

1月1日 库存商品 1,400 ﹩5.04

采购：

2月2日 1,00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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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单位成本

4月5日 2,000 ﹩3.60

6月15日 1,200 ﹩3.00

9月30日 1,400 ﹩2.88

11月28日 1,800 ﹩4.20

销售：

3月10日 900

5月15日 1,800

7月6日 800

8月23日 600

12月22日 2,500

a.使用永续盘存制，分别采用以下方法下计算期末存货和商品销售成本：（1）先进先出法
（2）后进先出法（3）加权平均法（单位成本保留四位小数，总成本取整）

b.使用定期盘存制，计算a中的问题。

问题H Welch公司对其销售的某类产品使用先进先出法定期盘存制。以下是2009年12月31
日该产品的相关数据。1月1日库存商品有3,000件产品，单位成本14.40美元。

采购销售 采购销售 采购销售

日期 数量
单位成

本
日期 数量

单位成

本

1月5日 6,000 ﹩18.00 1月10日 4,000 ﹩28.80

3月31日 18,000 21.60 4月2日 15,000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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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销售 采购销售 采购销售

8月12日 12,000 27.00 8月22日 16.000 36.00

12月26

日
6,000 28.80

12月24

日
3,000 39.60

a、计算2009年销售该产品的毛利总额；

b、假设12月26的购买发生在2010年1月，计算a中问题。

c、假设12月26号买进10,000单位产品，单价不变，计算毛利。

d、使用后进先出计算a.b.c。

问题I Gentry公司的会计人员编制的公司2009年12月31号存货表如下所示，并对总存货使
用LCM方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以判定商品销售成本：

项

目
数量

单位成本（单位：美

元）

单位市价（单位：美

元）

Q 4,200 7.20 7.20

R 2,400 6.00 5.76

S 5,400 4.80 4.56

T 4,800 4.20 4.32

A.说明该方法是否可用于存货计量，写出计算过程。

B.对每一存货项目分别使用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计算期末存货。

C.说明使用b中的方法，而不是a中的方法对2009年净利润的影响。

问题J 作为与地方银行贷款协议的一部分，Brazos公司必须提供2009年季度和累积利润表。
该公司使用定期盘存制，商品标价产生的毛利率为30%。2009年前6个月的数据如下所示：

第一季度（单位：美

元）

第二季度（单位：美

元）

销售 248,000 2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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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160,000 184,000

采购退回与折

让
9,600 11,200

采购折扣 3,200 3,520

销售退回与折

让
8,000 4,800

购进运输费用 8,000 8,320

各种销售费用 25,600 24,000

各种管理费用 9,600 8,000

2008年12月31日实际库存的成本是30,400美元。

• 说明如何在2009年前两个季度末都没有进行库存盘点的情况下编制利润表
• 分别编制2009年第一、第二季度和前6个月的利润表。

Cobb公司2010年部分记录如下所示（单位：美元）：

成本 零售价

销售额 350,400

采购 2/0,000 420,000

购进运输费用 26,280

1月1日 库存商品 12,000 1/,400

采购退回 15,120 18,600

使用零售存货法估计年末存货成本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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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 自选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自选题A Harris公司对外报告2009年净利润为312,000美元，2010年为324,000和348,000
美元。

最近，Harris公司修正了存货金额，但其在计算2011年净利润时，使用的2011年12月31日
的存货金额是正确的。

2009年12月31号 ﹩96,000 ﹩108,000

2010年12月31号 91,200 84,000

准备表格列示以下内容：（a）每年对外公布的净利润，（b）每年需要修正的金额，（c）
每年正确的净利润。

自选题B 关于Jerseyl公司2009年12月31日财务记录的一项检查披露了该公司2009年及以前
年度库存商品的相关内容：

2008年12月31日，存货金额正确；

2009年12月31日，存货被低估50,000美元；

2010年12月31日，存货被高估35,000美元；

2011年12月31日，存货被低估30,000美元；

2012年12月31日，存货金额正确；

每年报告的净利润为：

年份 金额：美元

2009年 292,500

2010年 355,000

2011年 382,500

2012年 350,000

a. 编制表格列示2009-2012年正确的净利润；

b. 在每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中出现了哪些错误？假设每年的错误是相互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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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评论修正后的净利润与对外公布的净利润的差异的内涵。

自选题C High Surf公司销售Ultra-Light冲浪模型，采用个别计价法对存货进行计量。Ultra-
Lights每件产品都是相同的，但有连续的识别编号。2009 年8 月1 日，公司存货中有三件
Ultra-Lights 产品，每件成本14,000美元。在本月，公司采购如下：

数量 单位成本（单位：美元）

8月3日 5 13,000

8月17日 6 14,500

8月28日 6 15,000

High Surf公司8月份以每件20,0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13件Ultra-Lights产品。

a. 假设公司发出的存货可使毛利总额最大，计算公司8月份的毛利总额；

b. 假设公司发出的存货可使毛利总额最小，计算公司8月份的毛利总额；

c. 根据a、b的计算结果，你认为是否应该允许High Surf公司对Ultra-Lights产品使用个别计
价法？

自选题D Coral公司的存货记录如下：

1月1日，期初存货有12件产品，单位成本48美元；

1月5日，购进15件产品，单位成本HYPERLINK "mailto:单位成本USD49.92"49.92美元；

1月10日，售出9件产品，单位售价108美元

1月12日，售出7件产品，单位售价108美元；

1月20日，购进20件产品，单位成本HYPERLINK "mailto:单位成本@USD50.16"50.16美
元；

1月22日，购进5件产品，单位成本48美元；

1月30日，售出20件产品，单位售价HYPERLINK "mailto:单位售价@USD110.40"110.40美
元。.

假设所有的销售及采购交易都以赊欠的方式进行。

1. 使用先进先出法、永续盘存制，计算1月份商品销售成本；
2. 使用先进先出法、永续盘存制，编制1月份的日记账分录；
3. 在后进先出法、定期盘存制下计算商品销售成本。两种盘存制的计算结果是否有差异。

自选题E 以下是关于Dandy公司2010年的数据：

数量 单位成本（单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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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商品 1月1日 700 20.4

采购：

2月2日 500 21.00

4月5日 1,000 24.00

6月15日 600 21.00

9月30日 700 30.00

11月28日 900 31.20

4,400

销售：

3月5日 400

7月18日 1,200

8月12日 800

10月15日 900

3,300

a. 假设使用永续盘存制，分别用以下方法计算2010年12月31日的期末存货：（1）先进先出
法 （2）后进先出法（3）加权平均法（单位成本保留4为小数，总成本取整）

b. 假设使用定期盘存制，用以下方法计算2010年末12月31号的期末存货：（1）先进先出
法 （2）后进先出法，（3）加权平均法。

自选题F 参照自选题E中的相关数据。

c. 在先进先出法、永续盘存制下，编制该年度采购和销售业务（只需编制与商品销售成本有
关的分录）的日记账分录。

d. 在先进先出法、定期盘存制下，编制相关交易的日记账分录及年末与本年利润相关的商品
销售成本的结转分录（可参考第6章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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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问题G 以下是关于Coen公司2010年某一产品的相关数据:

数量 单位成本（单位：美元）

1月1日 库存商品 2,100 12.60

采购：

3月10日 1,500 12.00

5月24日 3,000 11.20

7月15日 1,800 10.50

9月20日 2,100 9.00

12月1日 2,700 10.00

销售：

4月5日 1,400

6月13日 2,900

9月9日 2,300

11月21日 1,700

• 假设使用永续盘存制，分别采用以下方法计算期末存货和商品销售成本：（1）先进先
出法 (2)后进先出法 （3）加权平均法（单位成本保留4为小数，总成本取整）

• 假设使用定期盘存制，分别采用以下方法计算期末存货和商品销售成本：（1）先进先
出法 (2)后进先出法 （3）加权平均法（单位成本保留4为小数，总成本取整）

自选题H Star公司在定期盘存制下，对存货采用后进先出法进行计量。截至2009年12月31
日，采购、销售及存货的相关数据为：

数量 单位成本（单位：美元）

库存商品 1月1日 2,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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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1月/ 5,000 24

7月7日 10,000 28

12月21日 6,000 32

在2009年，总共售出16,000件产品，总售价1,280,000美元；2009年12月31日的期末存货
有7,000件产品。

a. 计算2009年销售交易的毛利总额；

b. 如果将12月21日的采购业务推迟到2010年1月6日，计算毛利总额的改变额；

c. 假设12月21日采购了9,000件产品，而非6000件，单位成本相同，计算毛利总额；

d. 使用先进先出法计算问题a,b,c；

自选题I Jannis公司2009年12月31日的期末存货的相关数据如下：

项

目
数量

单位成本（单位：美

元）

单位市价（单位：美

元）

1 8,400 3.20 3.12

2 16,800 2.88 3.04

3 5,600 2.80 2.88

4 14,000 3.84 3.60

5 11,200 3.60 3.68

6 2,800 3.04 2.88

a. 对总存货使用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计算期末存货。

b. 对每一存货项目分别使用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计算期末存货。

自选题J Lively公司过去五年的销售额和商品销售成本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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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净销售额（单位：美元） 商品销售成本（单位：美元）

2004 9,984,960 6,240,600

2005 10,794,240 6,746,400

2006 12,346,560 7,716,600

2007 11,926,080 7,272,000

2008 12,747,840 7,920,000

以下是2009年前7个月的相关信息（截至7月31日）：

销售额 ﹩7,748,000

采购 4,588,800

采购退回 28,800

销售退回 173,760

2009年1月1日 库存商品 948,000

为了对贷款进行担保，Lively公司被要求提供当前财务报表。然而，公司不想对2009年7月
31日的库存进行全面的库存盘点。

• 说明公司在没有进行全面库存盘点的情况下，如何编制财务报表。
• 根据给出的数据，计算2009年7月31日存货的估计值。

自选题K Apple公司的记录包含以下存货信息:

成本零售价 成本零售价

销售额 ﹩420,000

采购额 ﹩396,000 5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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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退回 8,400 12,000

购进运输费用 10,800

1月1日 库存商品 21,600 30,000

7.4.9 超越数字——批判性思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案例A Susan Green and Carol Lewis想做份业余工作补贴家用。他们都听了制造
商关于某一运到器材的介绍，决定做该运动器材的分销商。Green的销售地区是科布地区，
Lewis的销售地区是昆内特地区，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业务。

为了吸引Green 和 Lewis成为分销商，制造商对其购进的1,000单位产品的价格给予了一定
的让步，制造商向其出售的前200件产品单价为15美元，接下来的300件单价为18美元，最
后500件单价为19美元，至此之后，Green和Lewis只能以20美元的价格采购该产品。

第1年，两人各采购1,200件产品。巧合的是，该年度两人都以每单位27美元的价格卖出了
950件产品。Green的销售费用为2,600美元，Lewis的销售费用为1,700美元。（Green的费
用相对较高，因为12月28号她分发了4,000份运动宣传册到当地居民家里，成本800美元.这
份宣传册强调了人们想要减掉在假期间增长的体重，而且这些器材不但便宜而且便于在家使
用）

年末，两个人都需计算出净利润。Green在州立大学选修的会计课成绩为B。她记得存货先
进先出法，并且计划使用这个方法。Lewis对存货成本计量方法一无所知。然而，她的丈夫
对其工作单位使用的后进先出法比较了解。他将帮助她使用后进先出法计算期末存货成本和
商品销售成本。

1. 编制Green和 Lewis的利润表。
2. 谁的生意经营的比较好，解释原因。
3. 计算Green 和 Lewis的存货周转。

经商业决策案例B Connie Dalton 拥有并经营着一家体育商店。2 月2 日商店遭受大火，所
有存货被毁。Dalton使用定期盘存制，在其未损毁的会计记录中有以下信息：

1月1日 库存商品 ﹩80,000

采购：

1月8日 32,000

1月20日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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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 64,000

净销售额：

1月份 240,000

2月1日和2月2日 16,000

Dalton过去3年相对净销售额的毛利率为40%。除非Dalton可以证明她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否则保险公司只同意支付56,000美元赔偿其存货损失。你作为她的注册会计师，请帮其确定
损失金额。

回答下列问题：根据你的分析，Dalton应该接受56,000美元的赔偿金额吗？如果不应该，她
如何证明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呢？你对她的损失的估计值是多少？

年报分析C 参考某有限公司年报附录里的财务报表，说明怎样确定存货价值（注释1）。同
时，计算存货周转率。

小组作业D 2到3名学生一组，采访一家销售公司的经理，向其询问该公司的存货控制方法、
存货成本计量方法，和其它关于公司存货程序的信息。以小组为单位，向老师提交一份备忘
录。备忘录的标题包括日期、指导老师、作者和主题。

小组作业E 2到3名学生一组，在附近选定一家使用永续盘存制并且存货管理系统计算机化的
零售商店进行参观。通过访问公司中有知识的人以了解该系统如何运作。向老师提交一份报
告，并在课堂上针对自己的发现进行简要表述。

小组作业F 几个学生一组，选定一家使用定期盘存制，用零售存货法准备中期（月度或季
度）财务报表的零售公司进行参观。了解如何应用零售存货法及如何计算期末存货数量。向
指导老师提交一份总结报告。

7.4.10 使用互联网——现实世界的观察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国家会计工作联盟网址：http://www.nasba.org。找出你的国家会计工作董事会的地
址。点击出现在特殊国家列表末的一些网站，了解其他国家的董事会信息，总结你在这些网
站上学到的关于国家董事会的信息。

访问Lexis-Nexis的网站：http://www.lexis-nexis.com。

确定在该网站可获得的信息的种类，可使用什么种类的产品和服务？Lexis-Nexis的背景是什
么？享受的服务的价格信息？向指导老师提交一份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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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8 现金控制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描述内部控制的必要性及特征。
• 定义现金并列出管理者处理公司现金所寻求的目标。
• 掌握控制现金收入和支出的程序。
• 编制银行对账单并做相关分录。
• 解释公司为什么会拥有小额现金，描述其运作过程，并做必要的分录。
• 分析和使用财务业绩——速动比率。

法务会计生涯

本章强调了有效的内部控制在每个企业中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许多小公司没有听从劝告。
未能充分落实内部控制可能会导致财务报表欺诈（故意伪造财务报表）或是侵占（盗窃）公
共财产。此时，法务会计师的服务可能是必须的。法务会计是将会计核算方法应用于法律问
题上来。法务会计师通常涉及民事或者刑事的白领阶层犯罪调查研究，如诈骗、挪用公款、
滥用资金等问题。用于法务会计的典型工具有银行记录、个人的财务报表、面谈、信用报
告。法务会计师的职责是收集和分析证据，递交清楚的、准确的、公正的能反映调查结果的
报告。法务会计师这一角色一般由注册舞弊审核师来扮演，他们受到大量的专业训练，尤其
在设计侦察和预防欺诈行为的调查和暗访技术上具有特殊的才能。

在美国，一家执行法务会计的知名机构处于联邦调查局内，你可以从FBI的主页（www.fbi.g
ov）了解到更多关于它的介绍。点击“关于我们”里的“就业问题”部分，然后点击专业机构，
以了解更多关于它是如何成为FBI的特殊机构的。你知道成为FBI代理机构的捷径居然是拥有
会计专业学士学位吗？成为FBI特殊代理机构的四个准入条件是：会计、法律、语言和多样
化专业。法律需要一个学士学位和一个法律学位；语言需要一个学士学位和熟练使用第二语
言；多样化专业需要在学士学位的基础上拥有三年的工作经验。唯一的一个特权、仅靠一个
学士学位就可以准予进入的是会计专业的肄业生。为什么是会计专业肄业生？因为在由FBI
调查的犯罪案件中，白领犯罪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这些犯罪案件中会计知识是必要的。

在小公司里，董事长可能做一切重要的决策，并经常保持对公司所有事物的密切关注。但
是，随着它的壮大，公司需要更多数量的职工、高级职员和经理，董事长开始失去绝对的控
制力。在了解到预防措施是保护公司利益的必要条件后，公司基于此建立了一个内部控制系
统。

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由“为保证特定实体目标的实现而提供的合理政策和程序” 1组成。内部
控制系统的三要素是：控制环境、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

控制环境是对由董事、经理和股东组成的董事会的全局态度、意识和行为的反映。会计系统
是由识别、收集、分析、分类、记录和报告一个实体业务来提供完整、精确和及时的财务信
息的方法和记录组成。一个公司的控制程序是管理部门设立的附加的政策和程序，它为公司

1. AICPA 审计标准第55条谈到，AICPA“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应考虑内部控制系统”（纽约，1988），p4第六和第七版的课本中用了
AICPA的专业术语（内部控制系统），之前的版本谈到的都是“内部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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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其特定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这些控制程序可能从属于适当的授权、职责分离、设计和
使用适当的文件和记录、对接近资产的充分的保障措施、对绩效的独立检测。

内部控制不仅仅是为了阻止盗窃和欺诈，同样可以服务于许多的目的：

⑴公司必须在联邦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政策；⑵个人必须认真完成其日常工作以提高运作
效率；⑶在会计报告中，正确的会计记录必须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

这一章讨论公司通过设立内部控制系统来保护资产并提高其会计记录的精确性的问题。

你将学习到，怎样通过对现金收入和支出的控制、对银行支票账户的适当运用、银行对账单
的编制、小额现金的保障来建立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系统通过雇佣有能力的可靠的员工来完
善，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你将能够领会这一事实。

8.1 内部控制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包括对组织的计划以及采取的所有规程与行动，包括：

• 保护其资产免受挪用和浪费。
• 确保服从公司的政策和联邦法律。
• 衡量人事的表现以促进有效的运作。
• 确保精确和有效的运作数据和会计报告。

随着你对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的基本程序和行为的学习，你会发现，即使再小的公司也会从
内部控制方法的使用中受益，阻止挪用公款与浪费仅仅是内部控制的一小部分。

在总体层面上，内部控制的目的是确保公司的有效运行，公司因此有效地达成其目标。因为
在计算机环境下，附加的控制程序是必须的，这一部分是对内部控制的控制结论的讨论。

社会视角：商业洞察力
做审计工作时，外部审计员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检查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为了

理解内部控制系统，审计员主要关注的是经理关于控制的态度和意识以及会计

系统的业 务过程。为了增强理解，审计员在会计系统中审查文件、与经理讨论

公司的外部影响、阅读会计手册、观察公司发生的事件。这种对公司控制环境

的理解帮助审计员 计划审计和确定测试的本质、时间和广度

公司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保护其资产：⑴职责分离，⑵给每个雇员安排特定职务，⑶轮换雇
员的工作分配，⑷利用机器设备。

（1）职责分离。职责分离的责任划分需要某人对某一资产的会计记录进行记录，而不是负
责维护资产的雇员记录。但是，雇员应当分担相关的业务责任，使每一雇员的工作都是对其
他雇员工作的检验。

如果一家公司采取了职责分离，就能减小雇员挪用资产和包庇欺诈行为的可能性。例如，除
非某人更改了现金记录来掩盖短缺的事实，否则就不会有员工从公司偷窃现金和发生了挪用
却未被发现。为了更改记录，员工偷窃现金必须保持现金记录维持不变或与记录现金账的员
工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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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每个雇员安排特定职务。当把对特定工作职能的责任授予一个员工时，员工就要对
特定的任务负责。一旦出现问题，公司能立刻找到相关责任员工。

如果一个公司为每一个员工分配了特定的职务，就可以跟踪文件丢失或确定某个特定的业务
是怎样记录的。同样地，员工对给定任务负责可以提供关于这一任务的信息。对特定职务负
责可以给人一种自豪和被重用的感觉，这通常使他们想发挥出最好的能力。

（3）轮换雇员的工作分配。一些公司轮换工作安排以使员工对蓄谋已久的偷窃动机丧失信
心。使他们意识到，如果从公司偷窃，下一任这一职位的员工就可能发现他们的行为。

公司经常会有这样的政策，所有员工都会放年假。这一政策同样可以杜绝偷窃，因为如果员
工不参加日常的活动方案，许多不诚实的方案就会失败。

（4）利用机器设备。公司会用一些机器设备来保护其资产。检查保护装置（核对支票金额
的机器）、现金记录、记时器，使员工变更公司特定文件和记录变得难上加难。

只有当员工服从安排时内部控制政策才是有效的。为了确保员工执行公司的控制政策，公司
必须要雇佣有才能和可靠的员工。因此，有效内部控制的执行应从公司聘用员工花费的时间
和努力开始。一旦公司雇佣员工，就要对他们进行培训并清楚地告诉他们公司的政策，如在
执行现金支出前，要得到适当的授权。撰写工作说明书通常可以明确员工的责任和职务。从
最初对员工的培训就应该对职务进行解释并说明怎样执行。

在上市公司里，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必须满足联邦法律的要求。1977年10月，国会通过了
反国外行贿法(FCPA)。这一法律要求上市公司设计并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和拥有精确的
会计记录。它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公司的会计记录掩盖了贿赂与回扣。FCPA认为这种类型的
贿赂是非法的。

为了评估员工是怎样认真地做他们的工作的，许多公司会任用一个内部审计员。内部审计由
职工对公司政策和程序服从的调查和评估组成。公司雇佣内部审计员来执行审计工作，对他
们加以培训公司政策和内部审计职务，内部审计员周期性地检测整个公司控制和程序的有效
性。

内部审计员激励了公司的运作效率且对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的故障起警示作用。另外，内部
审计员还为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的改善提出建议。所有的公司和非盈利机构都可以从内部审
计中受益。无论如何，内部审计在大机构中是尤其必须的，因为所有者（股东）不可能自己
处理公司的各个方面的事情。

公司应当坚持保证完备和准确的会计记录，确保这样条件的会计记录的最好方式是雇佣并训
练有才能和可靠的员工。监督者会定期评估每个雇员的表现，确保雇员能够遵从公司的政
策。不准确和不适当的会计记录相当于对不忠诚雇员偷窃行为的邀请函，因为这样一来，行
径更容易被隐藏。

一份或几份商务文档支撑着大多数的会计业务，这些源文件是内部控制系统的全部。在理想
的控制下，源文件应该被连续编号。（全书中都会提到业务凭证和内部控制的相关各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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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1 采购申请

因为源文件是经济业务的凭证，所以公司有时会核对这些文件的有效性。例如，为了记录购
买业务，他们将用来记录业务的文档与会计记录进行核对。当会计部门要记录一笔购买业务
时，它应该收到以下四项文件的复件：

• 采购申请（圖表 8.1）是公司内部员工要求采购部门购买特定项目的书面请求。
• 购买指令（圖表 8.2）是一份采购部门写给供应商的要求其将所需商品或项目发送给采

购人员的文件
• 发票（圖表 8.3）是供应商写给采购者请求支付已发出商品的证明。
• 接收报告是一种接收部门签发的文件，表明了从供应商那里收到的所有特定货物的描述

和数量。如果订货数量被遗漏，那么采购订单的复印件可以作为接收报告。这样的话，
由于接收部门的人员不知道到货的数量，他们将在接受时更准确地计算数量。

这四项文件合在一起才能作为支付商品款项的许可，而且应当能在会计记录中查得出。如果
没有这些文件，公司也许无法拿出合法的发票、使用虚假发票或不只一次地使用一张发票。
公司能够实现合理的内部控制仅仅通过周期性地将商业交易的源文件与这些交易的会计记录
进行核对。圖表 8.4里我们列出了在商品业务中，文件和商品的流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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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2 采购订单

不幸的是，即使一家公司执行了内部控制系统的所有条件，偷窃行为仍然可能发生。如果员
工不可靠，他们通常可以想出其他方法从公司盗窃，因此，即便是最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也
可能失灵。因此，公司应当对资产执行适当的意外保险政策。这种保险可以对非货币资产
（如专业设备）的损失进行补偿。同样，公司应当与处理现金及票据的职工签订忠诚保险契
约。这一契约确保公司由于现金和其他货币资产被盗时得到补偿。由于意外保险与忠诚保险
契约的双管齐下，使得公司在遭受损失时至少可以得到部分补偿。

Treadway委员会的主办委员会认为，一个内部控制系统中包括五个组成部分。如果这几部
分与组织的运行相关，他们会对变动情况很快做出反应。这几部分是：

• 控制环境。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系统中其他所有元素的基础。控制环境包括许多因素，
如道德价值、管理者哲学、企业员工的诚信和管理者或指导部门提供的指引。

• 风险评估。在公司确定了目标之后，来自外部和内部资源的风险（如资产的偷窃和浪
费）必须被评估。检测与每一目标相关的风险，以便管理者制定控制这些风险的方法。

• 控制行为。为了找出每一目标相关的风险，管理者建立了控制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要雇
员必须遵守的程序。例子包括通过我们先前讨论的职责分离和其他的方法来保护资产的
程序。

• 信息与交流。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必须及时地收集与报告。基于这些数据的事件可能来自
于内部或外部资源。整个实体内的交流对完成管理者的目标十分重要。雇员必须知道他
们的预期目标和与其他的工作相关的责任与外部（供应商和股东）的交流也同样重要。

• 监督。内部控制系统合理的展开之后，公司应该监督它的效用，以使其在严重问题出现
之前做出反应。在检测内部控制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时，公司应当将风险分散到各组成部
分中。

内部控制是一个组织中所有成员的普遍责任，但是，以下三组在内部控制系统中承担特殊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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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3 发货单

管理者为建立和保持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负有最根本的责任。在公司内部，管理者通过
领导才能和模范作用来展示道德行为和正直。

指导部门为管理者提供了指引。由于部门员工对公司的功能有工作知识，他们有助于防止公
司管理者基于不诚实的目的而试图无视一些控制程序的情形。通常，一个高效的能够接近公
司内部审计员的部门可以发现这些欺诈行为。

组织内部的审计员用来评估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和确定公司的政策和程序是否被遵守，所
有的雇员都是交流网络中推动内部控制系统有效工作的一部分。

电算化的财务记录需要同样的职务分离和对人工操作会计系统类似控制的内部控制准则。正
确的控制步骤依赖于公司是否运用了大型机、小型机和微机。

大公司也许在他们的会计环境中会用到以上三个种类的计算机。大型机和小型机的型号和复
杂性使得其需要经过特别培训的人员来维持这些系统的运行。当系统专家让电脑系统自行运
行时，程序员会编制程序来监督电脑是否在执行特定的任务。在大型机和小型机的工作环境
中，内部控制应当包括以下几点：

• 通过将电脑放置于比较安全的房间内来控制接近电脑，仅允许一人有权操作电脑、进入
房间。

• 限制系统专家（他们负责操作电脑）接近软件程序和程序员接近电脑，这一政策阻止了
未经认可的、改变的程序的运行。

• 需要使用密码才能接近公司的敏感数据和个人的机密数据。必须更改密码。

许多小公司会用微机来替代大型机和小型机，同样，大公司也可能为指定员工配备个人电
脑，个人电脑的使用稍稍改变了控制环境。小公司一般不必雇佣系统专家和程序员，而是利
用现货产品程序，如会计、电子数据表、数据库管理和文字处理包，通过利用这些程序创建
的数据是有价值的（如公司的会计记录）而且通常是敏感的，因此，控制也同样重要。在个
人电脑环境下，以下控制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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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4 商品交易中文件和商品的流动情况

步骤：

4. 请求部门向采购部门发送采购申请；

5. 采购部门向供应商发送采购订单，同时向接收部门和会计部门发送其副本（不需采购订
单）；

6. 供应商向接收部门发货，接收部门按照采购订单核对货物，并将发货单移交到会计部门；

7. 接收部门向请求部门发货并向会计部门发送接收报告；

8. 会计部门根据采购订单和发货单核对接收报告，并给供应商寄送核对过的付款单。

圖表 8.4：商品交易中文件和商品的流动情况

• 需要计算机使用者严谨地控制程序和数据的储存。正如一个人维持对人工操作系统内特
定数据组的监管，在计算机系统中，一个人维持监管特定信息（如应收账款明细分类
账）。备份数据应该保存在一个不同的安全的地方。

• 需要密码（保密）才能进入硬盘储存的数据文件中。
• 局域网(LAN)将个人电脑接入一个系统的情况下，仅允许网络中特定的电脑和人员进入

某些数据文件（如会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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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系统不会放松对内部控制的要求。事实上，相对于手工记账系统，如果没有权限
的人进入电脑，会更容易导致严重的数据窃盗丢失。

8.2 现金控制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由于现金在所有资产中的流动性最强，如果公司没有对现金做到足够的控制，便不会幸存下
来和成功的。在会计中，现金包括铸币和纸币、非储蓄的票据（如支票、汇票和汇款单）、
支票账户与储蓄账户的项目、活期存款。存款单（CD）是一种存在利息关系的存款，包括
可以随时从银行中取出的活期存款（demand CD）和有一个固定到期日的定期存款（time
CD）。只有活期存款可以在没有提前预约和现金处罚的情况下随时支取现金。现金不包括
邮费、借据、应收账款票据。

在一般的账簿中，公司通常会分出两个现金账户——现金和小额现金。在公司的合并资产负
债表中，将这两个账户的余额用现金账户来披露。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财务数据的使用者必须看到数字之后的实际意义。读者文摘发表了世界上最广

泛的阅读杂志和各种其他的书籍、家庭娱乐产品和特殊利益的杂志。在读者文

摘的年度报告中，例如，公司在脚注中将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定义为：

公司将所有高流动性的债务票据考虑为三个月或少于现金等价物的原定偿还

期。

由于许多经济业务都涉及现金，它是一家公司运作的主要因素。在所有的公司资产中，现金
是最易造成欺诈或不谨慎的胡乱操作行为的。为了控制和管理现金，公司应当：

• 准确地说明所有现金交易，以得到正确的有关现金流量与余额的适当信息。
• 确保单据在到期时有足够的现金可以支付。
• 避免持有太多的游资，因为大量的现金可以投资产生收入，如利息。
• 阻止由于偷窃或欺诈引起的现金丢失。

控制现金的需要非常显然并有许多方面。公司若不对现金流动情况做适当的时间安排或不对
游资加以关注，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这一部分讨论了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稍后，我们将解
释为每个银行支票账户编制银行对账单和控制小额现金的重要性。

一家商品销售公司销售其商品存货时，可能会立刻收到现金，也可能几天或几周后才能收
到。记录员一拿到现金就会立刻放在柜台、记录、将其记在现金登记簿中。当销售告急时，
通常客户的存在可以让出纳员把销售额调整到现金账户中。每天下班时，商品公司应当将每
个收银机中的现金和收银机卡带或计算机打印出的现金账单进行对账。延后付款是支票常见
的形式。商店一拿到支票就会编制一个记录。一些销售商品的公司延迟接收其所有的现金收
入，作为应收账款的支付。（圖表 8.5中可以看到商品业务中现金收入循环过程。）

虽然各公司在控制现金收入时的特定程序不尽相同，但他们一般会遵守以下准则：

• 一旦收到现金，立刻编制所有的现金收入记录。大多数现金偷窃行为发生在收到现金不
立刻做记录的情况下。一旦做出记录，就很容易追踪到偷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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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可行，就将所有的现金收入存入银行，最好是拿到它们的当天或下个工作日。不安
置现金更易出现挪用的情况。

• 分配职务，以使处理现金接收业务的人员在会计记录工作中不从事记录任务。这一控制
特征符合本章给出的一般的隔离职务的准则，也同样符合下一准则。

• 分配职务，以使接收现金的人员不分发现金。这一控制措施在一些规模小的公司中是不
适合的。

公司同样需要对现金支出进行控制。由于公司一般通过开支票来支付现金，许多针对现金支
出的内部控制也是用支票和授权的方式来处理的。职责分离的基本准则同样也适用于控制现
金支出。以下是一些针对现金支出的基本的控制程序：

• 所有的支出都确保通过现金或小额现金。所有的支出都要获得一定的批准，并为每一笔
支付做出永久的记录。许多零售商店多数零售商店用现金账户中的收入来偿还退回的商
品。当发生这种情况时, 店员应该在支付现金之前，退还经检查员核对过的票据。

• 需要为所有的支票连续编号，限制授权的雇员签署支票以收取支票。
• 需要在入料量的每张发票上有两个签章，这样一个人是无法从银行的记录中取消资金

的。

圖表 8.5 商品业务中现金收入循环过程

• 分配职务，负责现金支付操作的职员不得兼管支票的签收。否则，可能为支付虚构发票
的朋友签发支票。

• 需要批准文件来支持所有支票的外流。
• 指导员工核准现金的支出，以确定付款是为了合法的目的，开具的是精确的金额，支付

的是恰当的当事人。
• 当偿还负债时，应当邮寄相关的证明文件，并标明支票的日期和金额。这些程序不止一

次的减少了对相同债务的支付可能性。
• 分配职务，以使签发支票的员工既不能接近取消的支票也不能编制银行对账单。这一政

策使员工更难做到隐藏偷窃行为。
• 安排一个没有其他现金职务在身的职工每月的银行对账单，以使错误和缺乏能够快速发

现。
• 避免所有错误的支票发出。标记这些支票来避免它们的被越权使用。

圖表 8.6显示了一些关于现金的内部控制因素的概述。

大多数公司利用核对账户的方法来处理其现金交易。公司把其现金收入存入银行的支票账户
且通过签发支票来支付单据。银行每月会发给公司一个报告，公司将它与自己的记录相核对
来确定是否对公司的余额或银行余额做出任何修正或调整。稍后，你将在本章中学习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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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账单。在下一部分中，我们会讨论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如果你有一个个人存款账
户，某些信息你会觉得非常熟悉。

圖表 8.6 关于现金的内部控制因素

会计视角：技巧的运用
许多公司正在使用电子数据交换（EDI）来传输公司的文件，如购买指令、发

票，甚至是商品和服务的支付。实体业务不是邮寄这些文件的副本，而是电子

化处理 这些程序。这一程序提高了业务效率并减少了发送副本的成本。这些程

序中，人们的一个担心是业务的安全。因为这一问题正在通过多种方法成功定

位，我们期望 EDI在未来的使用可以越来越多。

8.3 银行存款账户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银行通过向个人、企业和其他的实体（如教堂或图书馆）提供多种服务来取得收入，其中之
一便是活期存款账户。活期存款账户是放在银行中的货币余额；它会依据存款人或所有人的
要求而撤消。为了向存款人提供关于存款资金收入与支出的精确记录，银行会用到这一部分
中讨论的商务文档 2。

银行需要新的存款人来完成一张签名卡，它提供其授权人员的签名，以签署支票支取帐户。
银行留存这张卡片，用它来确认支票支付的签名。银行不会比较每张支票与签名卡，通常，
仅当存款人怀疑银行支付支票的正确性时或当有人提出支票存在异常大额支付时，银行才会
核对支票与签名卡。

如果存款人需要进行一笔银行存款，他们得填写存款单。存款单是一种显示的日期和存款各
要素的单据（圖表 8.7）。通常，存款单提前印好了填写存款人姓名、住址和账号的提示。
存款人在存款时要填好存款单的各个要素——金额和一系列的格子。存款人会拿到一份显示
存款日期和存款数量的收据。

2. 由于松懈的联邦管制，一些机构（如储蓄与贷款机构和信用社）除了银行，正在提供活期账户服务。所有机构的功能是差不多相
同的；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这里仅仅讨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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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是当当事人向银行请求支付时，银行以特定当事人作为收款人，支付一定数额现金的书
面指令。因此，每笔支票业务会涉及三部分：银行、收款人（作为支票收款人的当事人）和
开票人（存款人）。大多数存款人都会用到连续编号的提前印有存款人信息（如姓名、地址
和联系电话）的支票。通常，商业支票还附有汇款通知。汇款通知是告诉收款人，支票的开
票人（或出票人）为何做出这笔支付。付款或存款之前，收款人要把汇款通知从支票上撕去
（圖表 8.8）。

圖表 8.7 存款单

圖表 8.8 附汇款通知的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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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9 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是银行发行（通常按月）的描述一段时间内关于存款人的活期存款账户动态的报
告。圖表 8.9给出了一份银行对账单，报告包括以下数据：

• 一段时间内对活期账户的存款。
• 一段时间内银行从存款人支票账户中划转的支票。这些支票已经偿清给银行且被取消。
• 支票帐户的其他扣款包括服务费用、NSF(没有足够的资金)支票、保险箱租金和支票印

刷费。银行对存款人的评估手续费包括处理支票账户的成本，如支票清算费用。NSF(没
有足够的资金)支票是一种银行结算单，指由于客户支票账户中的资金余额不足以偿还
支票时，由客户银行发往存款人银行的客户支票。存款人银行从存款人支票账户中扣除
应偿还的支票数额。由于客户仍然拖欠存款人的资金，存款人应按NSF支票的数额归还
到该客户在公司账册中的应付账款账户中。

• 支票帐户的其他增加额包括银行取得票据的实收款项和该账户所得的利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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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10 借方备忘录（上面）和贷方备忘录（下面）

另外，根据圖表 8.9的银行对账单上的数据，银行对账单同样能显示存款人的支票账户的非
常规存款。这些存款是由第三方制定的。例如，银行可能已经收到存款人电汇的资金。

资金的电汇是指通过电话在银行间转移资金。现在的公司有许多分散的经营场所和多个不同
本地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所以存在经常使用银行间的资金划转。这些公司可以设立特殊的
程序，以避免太多的闲散资金积累在当地的银行账户。这样的程序涉及到使用特殊指令银行
账户。例如，如果一个公司设立了划转银行账户指令，那么即使超过规定的金额，本地银行
也可以自动将存款中的所有资金划转到中央银行(通过电话或银行汇票)。这样，划转资金将
不需要当地的操作，可以尽快的将资金划转到公司总部以进行投资。

通常，银行返还取消的支票和银行对账单中原始存款单。由于整理、处理和邮寄这些项目是
非常昂贵的，所有一些银行不再把它们退回到存款人。这些银行通常会用微缩胶片整理文
件，如果需要，影印也是可以应用的。大多数存款人仅需要一份详细的银行对账单，如圖表
8.9中，给定时间内发生的业务没有显示原始文件。

当银行借或贷存款人的活期账户时，它们会编制借贷备忘录。银行可能同样会在其经济情况
报告中披露这些备忘。借方备忘录是银行用来解释从存款人账户中扣除金额的表格；贷方备
忘录是来解释增加存款人账户金额的。两项听起来是相反的，但请铭记，存款人的活期账户
是银行的负债（应付账款）。所以，当银行寻求降低存款人的余额时，就会编制一份借方备
忘录；要增高这种余额时，会编制一份贷方备忘录。圖表 8.10中列举了借方和贷方备忘录的
例子。一些银行不再邮寄这些文件给存款人，只能依靠银行对账单来解释。

在得到银行要求提供新的公司账册的日记账对账单前，存款人信息是不知道的。在实体已记
录这些新信息之后，现金账户的余额是公司的实际现金可用额度。当存款人收到了NSF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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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和其他银行的支付或贷款时，应当更早的准备所需的日记账。在这章中，我们假设没
有实体对这些项目做一个规定，除非专门提到。

一家公司收到其银行对账单后，他必须用公司账册中的现金余额来调整银行出示的余额。如
果你有个人活期账户的话，你同样应该用你的支票簿来调整银行对账单。你可以用银行对账
单背面的余额调节表，列出你还未从银行支取且未在银行对账单中列出的支票。一些小公司
用到了这种形式。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编制独立的银行对账单所需的其他准备。

8.4 银行对账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银行对账单是一张公司（存款人）用来调解或解释银行对账单的现金余额与公司账上现金余
额之间差异的表格。公司编制银行对账单来确定实际现金余额和编制分录来校正分类账的现
金余额。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在内部控制系统中，职务分离是阻止欺诈行为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现金支出循

环和银行对账之间可以有效地进行职责分离。为了阻止员工内的相互串通，负

责调整银 行账户的人不应当被牵涉到现金支出循环中。同样地，银行应该每月

直接邮寄报告给负责调整银行账户的人。直接寄送对账单限制了有机会篡改对

账单的雇员的数 量。

见圖表 8.11；银行对账单有两个主要部分：上半部分以银行对账单的余额开始，下半部分以
公司账上的余额开始。在公司对银行和公司的余额做出了调整之后，调整后的余额应当是相
同的。编制银行对账单的步骤如下：

存款。比较银行对账单上的存款与公司账上的存款。为做这一比较，经存款人同意，在银行
对账单和公司账册上进行核查标记。然后确定在途存款。典型的在途存款是指某一时期存款
人已经把现金收入记录在存款人账册，但银行在随后的一个时期记录在存款人名下。最普遍
的在途存款是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存入的现金收入。通常，在途存款仅发生在接近银行对账
单发布一段时间期末的时候。例如，在5月30日存入银行晚间存储处的存款，公司将在5月
31日登记记录，而银行将在6月1日登记记录。因此，存款不会出现在银行5月31日的银行结
账单中。同样，核对银行上月的余额调节表发现，也是和银行对账单不相对应的。在一个月
中的任何存款都可以立即查到，仅是不能在银行对账单中表现出来（除非它包括一项在一段
时间期末发生的存款）。

已付支票。如果付讫支票连同银行对账单被退回，应该对照对账单对比支票以确定两者的金
额。然后把支票按数值的顺序排列。下一步，确定哪张支票是未支付的。未支付支票是哪些
由存款人开出的、但银行没有支付的支票。收到支票的一方可能不必立刻储存下来。一旦储
存，支票可能会花几天时间来清偿银行系统。通过比较已用公司签发的支票偿还银行后的支
票数字来确定未支付的支票。通过对公司签发支票记录的标记，来确定银行退还的支票。还
未被银行退还的签发支票就是未支付支票。如果银行不退还支票，只是在银行对账单中列出
清偿的支票，就可以通过对比这个清单和公司签发支票的记录来确定未支付的支票。有时，
支票签发了很长时间仍然是未支付的。未支付的支票作为开始出现在银行每月余额调节表的
前面。这些未支付支票的大部分已经在当前月清偿；列出那些仍未清偿的未支付支票作为本
月余额调节表的未支付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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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借方和贷方备忘录。在银行的经济情况报告中核实所有的借方和贷方备忘录。借方备
忘录反映了一些项目——如服务费、NSF支票、保险箱租金和银行支付给存款人的票据——
的扣减额；而贷方备忘录反映了一些项目——如收到票据——的增加额。利用存款人的账簿
来核对银行的借方和贷方的备忘录，可以看出它们是否已经被记录。为每一个还没有记入公
司账册的项目建立日记账。

错误。列出任何发生的错误。存款人通常出现的错误是用不同于实际金额的错误金额在会计
记录中记录支票。例如，47美元的支票可能被记作74美元。虽然以支票上注明的金额（47
美元）清偿了银行，但是存款人通常在收到银行对账单或取消支票之前是不会发现这一错误
的。

在途存款、未付支票和银行服务费用通常在公司的现金账户余额和银行余额中说明的现象是
不同的。（这些相同的项目在你的支票簿余额和银行对账单余额之间有所区别。）请铭记，
银行余额调节表中的所有项目作为账册（总账）余额的调整数，使日记账分录与现金帐户一
致（圖表 8.11中的第4、5、6项和以下的这个例子）。存款人不需要记录作为银行每月对账
单调整数的条目（第2、3项）。当然，你应该告诉银行这些错误以引起其关注。

圖表 8.11 银行对账单

为了说明圖表 8.11中的银行银行对账单的编制问题，我们假设以下条件（这些项目与各项目
相符合）：

• 5月31日，R.L. LEE公司公布了现金账户中余额为1,891美元。6月2日，该公司收到了截
止于5月31日的当月的银行对账单，它显示的的最后余额是3,252美元。

• 银行对账单的存款账册中与现金账户相关的借方显示，5月31日发生的425美元已经记
录在现金中，但并没有在银行对账单中以存款形式出现。这笔存款是作为银行5月31日
的晚间存款的。

• 对比签发支票和用于清偿银行的支票得出以下三项未支付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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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544 $322

No.9545 168

No.9546 223

Total $713

• 银行对账单中贷方备忘录的数值是1,225美元(先前的1200 +利息25美元)，是Shipley公
司欠Lee公司的票据。

• 银行对账单中借方备忘录的数值是102美元。包括R. Johnson公司签发的支票和Lee公
司的存款。

• Lee公司账户产生的费用包括15美元的保险箱租金和8美元的服务费

在对圖表 8.11显示的银行与账上余额进行调整之后，Lee公司发现其实际现金余额是2,991
美元。以下分录记录了银行对账单中的信息：

*这个借方应结转到总分类账的应收账款账户和明细分类账的应收账款账户。

损益表应包括支出：银行服务收费23美元，收入：利息25美元。5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
现金是2,991美元，是实际的现金余额。你可能要把以上的三项合并成为一个复合项，如下
所示：

调整银行余额调节表中需要调整的账户。

银行对在途存款和未支付支票的常规处理记录在存款人账册中。由于这些项目出现在银行对
账单余额处，它们不需写在公司的账上。银行会在下一时段内处理这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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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公司拥有两个或多个活期存款账户，公司必须用该账户在银行的余额来分别调整每
个账户。存款人同样应该仔细核对来保证银行没有将两个账户的业务合并。

为确保支票不会成为退票和变成NSF支票，收款人可能需要签发人提供一个有保证的或柜台
支票。保证支票和柜台支票都是银行签发的负债，而不是存款人签发的。。因此，收款人通
常会毫不犹豫地接收这些支票。

• 保证支票是一种存款人签发的支票，并交由存款人银行以提供保证。银行在支票上签发
保证印记，并记下银行的名称和日期；银行官员签发保证证明。只有在存款人的余额足
够支付支票时银行才证明支票。银行证明支票后，立刻从存款人的账户上扣除支票数
额。

• 柜台支票不是由存款人或第三方当事人签发的，而是由银行在扣除存款人账户或从收到
存款人现金后签发的支票。

这一部分中，你学到了所有的现金接收应当存入银行和所有的现金支出应当通过支票发出。
然而，下一部分解释了拥有小额现金对支付小额成本的便利性。

会计视角：技巧的运用
现今，大多数公司都直接将员工的薪水存入他们的银行账户。通过电话、电脑

或电报的方式来转移现金的过程被称为电子资金转账。一般的公司都很喜欢这

种方式， 因为这减少了参与工资单结算的员工人数。无论公司什么时候采取隔

离职责，操纵和欺诈的行为仍有可能发生；但是，减少参与工资单日常结算可

能会减少与内部控 制缺陷有关的某些风险。

8.5 小额现金储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通常，每个企业都觉得有一笔可利用的小额现金来支付零星开支颇为方便，例如运输费用、
邮资邮费、车费、员工加班茶点费和一些其他的小项目。为了允许这些现金的支付而又保持
对现金的充足控制，公司通常会建立一个数额大约为100美元或500美元的小额现金储备。

通常，负责小额现金管理和出纳的人对小额现金储备实施控制并编制小额现金储备分布情况
的文件记录。通过向个人安排针对基金的职责，公司对基金中的现金实施了内部控制。

一家公司通过签发100美元的支票建立起小额现金储备。小额现金管理人可以支配这些现
金。小额现金储备应当满足适度时间段内（如一个月）的支付要求。下面这一项记录了这一
业务：

在支票被支付之后，小额现金保管人时常会将这笔钱置于一个锁着的小盒子。这一储备现在
就可以根据需要来随时用于支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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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现金储备的其中一个便利性是支付时不需记录日记账分录。因此，利用小额现金储备避
免了为小账户做许多项目的需要。只有当基金被补偿时，或者是会计期末到达的时候，公司
再做分录。

当从储备金中支取现金时，小额现金保管人要编制一份小额现金凭据，这份凭据应当由收到
基金的人签章。小额现金凭据（圖表 8.12）是一份显示小额现金支付数量和原因的文件或表
格。保管人应该在每次支付时编制凭据并装订小额现金收据中支出的每个单据。负责小额现
金的员工应时刻负责保证现金和小额现金收据的总额与储备金的总额相等。

公司在每个会计期末或储备金太少的情况下补足小额现金储备。在会计期末补足的原因是只
有当支票被签发或登记了日记账分录后，才会在账户中记录储备金的支出。（由于储备金一
旦减少就会补足，所以我们可以吧储备金看作是预付款）。小额现金的管理人向雇员出示收
据，有权要求其偿还储备金。在收据被审查之后，若所有都符合规定，那么雇员就可以签收
支票按储备金原值偿还储备金。

为了要决定记入借方的哪一个帐户，雇员依照开支的理由总结小额现金收据。接着, 雇员在
小额现金收据上印章或损坏小额现金收据以避免重复使用。根据总结和现金账的贷方把储备
金偿还的各个账户登记到日记账的借方。

圖表 8.12 小额现金收据

例如，假定100美元的小额现金目前的余额是7.40美元。对收据的总结发现，货运费用是
22.75美元，邮费是50.80美元，支付员工预付款19.05美元，这些费用总计92.60美元。在审
查和核准收据之后，员工应签发92.60美元的支票，当现金到帐后，雇员应用100美元的余
额归还现金储备金。下面是补足日记账的登记记录：

补足小额现金储备。

注意不要把补足的储备金记录到小额现金账户的贷方。当临近会计期末且储备不充足时，或
当储备规模发生改变时，应当在建立储备金时，记录小额现金账户分录。

在会计期末时，公司应记录了每笔小额现金的支付即使仍未得到偿还。由于储备还没有补
足，贷方应当是小额现金而不是现金。如果会计期末未能记录分录，可能会导致资产负债表
的错误。对这些支付的最简单的记录方法就是再补足这些储备金。

一段时间后，如果小额现金保管人发现小额现金储备金额超过所需，超出的小额现金应当存
入公司的活期存款账户。记录在储备金借方的减少金额是归还的部分，记录在小额现金贷方
的金额是储存的部分。另外，由于小额现金储备的规模可能非常小，就需要每隔几天补足一
次。在小额现金的借方登记储备金的增加值，同时在现金的贷方登记相同金额的增加值。

为了加以说明，小额现金降低50美元的会计分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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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小额现金保管人在兑换储备金时可能出现错误。这些错误可能会引起储备金中的现金
多于或少于收据总额。如果储备金恢复到其原始数量，那么现金账户的贷方数值就是储备金
建立数额和储备金实际数额的差值。我们将所有的收据记入借方。登记到借方的现金差额称
作现金短缺，登记到贷方的现金差额称作现金超额。是现金的借方余额还是贷方余额，决定
着现金短缺或现金超额账户是支出还是收入。

为了加以解释，假定之前的例子中只有6.10美元而不是7.40美元。将基金恢复到100美元需
要93.90美元的支票。由于所有的小额现金凭据中仅有92.60美元，基金缺少1.30美元。补偿
的分录是：

补足小额现金储备。

其他的支出和收入活动也会导致登记现金短缺或超额账户。例如，假定记账员意外地少找给
顾客1美元的零钱，当天的现金销售总额是740.50美元。那么，当天结束后实际的现金额比
销售票据的总额或者现金账户总额多出1美元。记录当日的现金销售日记账分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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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分析与使用财务成果——速动比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速动比率是衡量一个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它是速动资产（现金、流通的有价证券、应
收帐款净额）与当前负债的比值。在计算速动资产时，我们不应将存货和预支费用包括在
内，因为它们不能被任意兑换成现金。速动资产与当前负债的合理比值应该是1:1或更高。
但是，较低的速动比率在公司的运行中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因此也是符合要求的。由于这一
比率与资金池，直接的现金流入和直接的现金流出有关，所以短期债权人更关注这一比率。
速动比率的公式是：

基于以下信息，我们可以确定2010年和2009的速动比率分别是6.85和6.84。情况如下：

2010 2009

现金 $315,064 $283,913

短期投资 119,093 314,872

净应收款项 320,892 177,300

全部速动资产 $755,049 $776,085

当前负债 $110,147 $113,430

全部速动资产 $755,049=6.85 $776,085=6.84

当前负债 $110,147 $113,430

道德视角：都市俱乐部餐厅
都市俱乐部餐厅是卡尔森城的一家会员制餐厅。20年来，John Blue一直管理

着这家酒店，但工资却只有小额的涨幅。他坚信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才导致

其薪水的降低。几年前，他开始通过开据假的小额现金发票，接着对 每张发票

签发小额现金票据，然后取出与每张支票等额的现金供自己使用，最后签发支

票予以偿还的方法来贴补他的收入。通过这种方法，John每年大约直接地 增加

收入12,000美元。没有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经理觉得用这种方式贴补收入

是完全正当的。

38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既然你已经学会了如何控制一家公司的大部分流动资产——现金，那么在下一章你将学到应
收与应付款项。正如你所了解到的，我们的经济的中坚力量是贷款。很有可能，你购买的下
一辆汽车就是通过贷款。公司对提供给有保障客户和预期客户的贷款表示担忧。可以得到许
多公司提供的贷款被认为是公司建立信誉的重要证明，公司可以运用这种信誉刺激销售和扩
大生产。

8.6.1 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一家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包括了公司为保护其资产免受挪用和浪费、确保服从公司政策
和联邦法律、评估公司内所有员工的表现以提高运作效率和确保精准和可靠的经营数据
和会计记录等的组织规划、所有程序和行为。

• 内部控制的目的是确保公司的有效运作。
• 现金包括硬币；纸币；非储蓄信用工具，如支票，银行汇票和汇票；支票和存款账户中

的余额和存款准备金。
• 为了保护公司的现金，他们应当对所有的现金交易进行精确地报账，确保有足够的现金

可以支付即将到期的账单，避免持有过多的闲置资金和防止由于盗窃和欺诈导致的现金
损失。

• 控制现金接收的基本程序包括一旦收到现金就登记所以的现金收入；在收到现金的当天
或下个工作日内，存入所有收到的现金；隔离处理现金收入的雇员和登记会计账户中收
入账户或者存储现金的雇员。

• 控制现金支出的程序包括通过支票或限额现金支取现金；运用连续编号的支票支取现
金；在每张支票上确认两个签章和授权不同的人进行账单的支付和签发支票。

• 银行余额调节表的编制是为了调整或解释银行对账单上现金的余额和公司账册上现金的
余额的差异，以及调整总账中需调节的现金余额。

• 圖表 8.11中给出了一份银行对账单。
• 当调整每个总账余额以达到现金余额平衡时，银行余额调节表中的所有项目都需要登记

日记账分录。
• 公司通过设立小额现金储备来允许小额现金的支出并仍然保持对现金的足够控制。
• 当小额现金储备中的现金量变少时，基金应当被补足。分录必须记录这个补足的过程。
• 速动比率等于现金，可流通的有价证券和应收账款的净额除以当前负债。
• 速动比率用来衡量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8.6.2 问题示例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示例A 假如你是一家宾馆的管理者，它有一个作为独立部门的专卖冰激凌的营业室。你
们的会计师会一年编制一份财务报告和税务报表。就在今年，你发现虽然公司经营得不错，
但净收入却持续走低。你让会计师按月编制一份简要的报表。所有的销售额是以估计的总的
利润的40%定价估计而得。你、你们的会计师和会计师的一些助手在以下四个月份的每个月
末编制财产清册。得到的销售额，已售产品成本和总利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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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分析完这些数据之后，你会怀疑到什么呢？你认为什么样销售控制程序，能够扭转这种
局面呢？虽然这章给出了准则，但这一章中不会具体涵盖了这一问题当中所有的知识点。用
一般逻辑观，常识和其他可获得的知识，尝试提出一些控制程序。

问题示例B 以下是凯尔公司的数据：

• 2010年3月31日，银行对账单余额为4,450美元。
• 2010年3月31日，公司账上的现金余额是4,459美元。
• 3月31日，银行对账单的存款是1,300美元。
• 3月登记为现金支出的支票总计为1,050美元，还没有清偿给银行。
• 这个月的服务和回收费用是10美元。
• 银行错将凯尔公司200美元的支票打到另一家公司的账户上。这张支票已经被取消退回

到银行对账单中。
• 公司银行信贷的总额是1,000美元实收款项，包括公司收到的无息票据。
• 客户75美元的支票被认定为NSF支票，且已被退还到银行对账单中。
• 经同意，银行支付并记入到Carr公司账户的无息票据金额是507.50美元。公司还未登

记这笔支付款。
• 对现金收入和存款单的检查发现会计员错误地将客户148.50美元的支票记为135.00美

元。

银行贷记公司支票账户利息收入20美元。

a.编制一份2010年3月31日的银行对账单。

b.编制调整现金账户的必要分录。

8.6.2.1 问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答案A 总的利润百分比如下所示：

冰激凌商店的现金或存货可能正在被盗窃或送人。员工或者是外来人正在将现金装进口袋。
或许员工可能正在将更大的冰激凌蛋卷送给朋友，也或许他们自己正在吃。应当采取一些行
动来改善销售控制程序：

• 管理者可以雇佣一个侦探走进冰激凌商店来观察这些员工的一举一动。如果现金被揣进
了他们自己的口袋，他们就会被解雇。

• 冰激凌蛋卷的价格应当改为带有零散数额的，以使雇员必须打开现金出纳机来退还零
钱。同样地，没有销售收入的记录不应写进现金账册中。

• 要鼓励顾客利用现金出纳机收入数额制成的月报来询问他们现金出纳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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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出纳机应放置在显著的地方以保证每位客户能看清销售登记的金额。没有顾客会愿
意在员工登记1美元到账册的情况下，情愿去付1.75美元。

• 现金账册应该放在员工不易接近的地方。管理者（或许是助理经理）应当有现金账册的
唯一钥匙。

• 支付职工有竞争性的工资
• 要求在销售后立即记入现金收入账册。
• 管理者或助理经理应该在每天营业结束后核对现金收入账册。

问题答案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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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系统：建立的用来识别、收集、分析、分类、记录和公布一个实体业务来提供完整、准
确和及时的财务信息的方法和记录。

银行余额调节表：公司（存款人）编制的用来调整或解释银行对账单上的现金余额和公司账
册上的现金余额之间差额的表格；通常又被称为银行余额调节表声明或日程表。

银行对账单：银行发出（通常按月）的用来描述一段时间内存款人的活期存款账户动态的报
告。

现金：现金包括铸币和纸币、非储蓄的票据（如支票、汇票和汇款单）、支票账户与储蓄账
户的项目、活期存款。。

银行本票：由存款人或第三方制作的，银行从存款人账户或从存款人处接收的现金扣除支票
数额后签发的一种支票。

存款单（CD）：是一种存在利息关系的存款，包括可以随时从银行中取出的活期存款
（demand CD）和有一个固定到期日的定期存款（time CD）。

保付支票：是一种存款人签发的支票，并交由存款人银行以提供保证。支票立即扣除存款人
余额后，就变成银行的责任。因此，保付支票一般被无条件接受。

支票：是当当事人向银行请求支付时，银行以特定当事人作为收款人，支付一定数额现金的
书面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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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期存款账户：是放在银行中的货币余额，它会依据存款人或所有人的要求而撤消。

控制环境：对指导部门、管理者和股东的全局态度、意识和行为的反映。

控制程序：是管理部门设立的附加的政策和程序，它为公司完成其特定目标提供合理的保
证。

贷方备忘录：银行用来解释存款人账户金额增加的表格。

借方备忘录：银行用来解释从存款人账户扣减金额的表格。

在途存款：典型的在途存款是指某一时期存款人已经把现金收入记录在存款人账册，但银行
在随后的一个时期记录在存款人名下。

存款单：是一种显示的日期和存款各要素的单据

开票人：签发支票的当事人（存款人）。

忠实保险：确保弥补公司由于现金和其它货币资产失窃而造成的损失。

内部审计：由调查和评估员工对公司章程与程序的遵守程度组成。内部审计由公司内部员工
执行。

内部审计员：公司雇佣的来执行内部审计的审计员。向这些审计员培训公司章程和内部审计
职责，例如检测涉及现金收入和支出的控制和程序的有效性。

内部控制系统：建立的用来保证特殊实体目标的实现而提供的合理章程与程序。

发票：供应商写给采购者请求支付已发出商品的证明。

NSF (没有足够的资金)支票：是指由于客户支票账户中的资金余额不足以偿还支票时，由客
户银行发往存款人银行的客户支票。

未支付支票：存款人签发的银行尚未支付但已签发的支票。

收款人：作为支票收款人的当事人。

小额现金储备：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款项作为独立的储备金，用于小额的现金支付和有效的商
业目标的实现。储备金里的现金加上冲抵支出的付款凭证应始终等于储备金建立时和转入小
额现金账户中的数额。

小额现金凭据：列示了小额现金支出的数量和原因的文件和表格。

采购订单：是一份采购部门写给供应商的要求其将所需商品或项目发送给采购人员的文件。

采购申请：公司内部员工向采购部门发出的购买特定项目的书面请求。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现金、流通的有价证券、应收帐款净额）与当前负债的比值。速动比
率是衡量一家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的。

接受报告：是接收部门签发的文件，表明了从供应商那里收到的所有特定货物的描述和数
量。

汇票通知：是告诉收款人，支票的开票人（或出票人）为何做出这笔支付。

职务隔离：有一个员工负责保护资产的安全，另一个员工负责维护资产的会计记录。

服务费：银行评估存款人支付其支票账户产生的成本时产生的费用。

印鉴卡：提供其授权人员的签名，以签署支票支取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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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转账：设立银行帐户，使本地银行可以自动将存款中的所有资金划转到中央银行(通过
电话或银行汇票)，即使超过规定的金额。

电汇资金：指通过电话在银行间转移资金。

8.6.4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指出以下陈述是对是错。

1. 现金包括硬币，纸币，保付支票，汇票和银行存款。
2. 为了有效管理公司的资金，应当确保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即将到期的账单。
3. 银行对账单中的现金余额一般等于存款人账册中的现金余额。
4. 在编制好银行余额调节表后，应将在途存款登记到存款人账册。基于控制的目的，公司

应当对每一笔支付开出一张发票，无论数量大小。

多项选择

为以下的题目选出最好的答案

以下说法中，不是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目的的是：
a.符合公司章程和联邦法律。
b.保护其资产。
c.提高会计数据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d.保证一定程度的利益。
e.评估个人表现以提高运作效率。

利用以下信息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银行对账单余额为1,951.20美元
总账余额为1,869.60美元
在途存款为271.20美元
未支付支票为427.80美元
NSF支票为61.20美元
服务费为13.80美元

调整现金余额为：
a.USD 1,794.60。
b.USD 1,719.60。
c.USD 1,638.00。
d.USD 1,713.00。
e.USD 1,876.20。

在银行对账单中，在途存款应当是：
a.从从公司账上扣减。
b.从银行对账单中扣减。
c.增加至银行对账单余额中。
d.增加至银行对账单的余额中。
e.忽略银行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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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完银行余额调节表之后，银行服务费用应登记在哪个贷方：
a.银行服务费用。
b.现金
c.小额现金
d.现金余缺。
e.以上都不对。

记录补足小额现金储备金账户的支出包括：
a.贷记小额现金。
b.贷记邮费支出。
c.借记应付账款。
d.贷记现金。
e.以上都不对。

现在来根据本章结尾的“自测题答案”检查下你的答案。

8.6.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为什么公司要建立内部控制系统？
• 为什么机器设备会用于内部控制系统？
• 识别能够强化内部控制系统的特征。
• 命名一些用于商品交易的控制文件。
• 有效的现金管理所寻求的四个目标是什么？
• 列出对现金接收实施内部控制的四个重要特征。
• 某一特定的公司的会计员可能正从客户支付账户中窃取现金。掩饰盗窃、会计员填写假

贷方备忘录都会导致收益和津贴转向客户。内部控制的什么特征可以阻止欺诈行为？
• 列出对现金支付实施内部控制的六个重要特征。
• 什么条目会导致总账的余额和银行对账单的余额出现不一致？
• 公司现金账户余额和其在银行对账单上的余额之间的差值只是时间的原因。你同意吗？

为什么？
• 解释银行转账怎样有助于促进有效的现金管理？
• 描述小额现金储备的运作及其优点。指出是通过怎样控制以维持小额现金支付账目的。
• 小额现金账户应登记什么条目？
• The Limited公司。基于The Limited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其年度报告附录，每两年的速

动比率是多少？
• The Limited公司。基于The Limited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其年度报告附录，什么是期末

现金及相关余额？多少百分比的流动资产能代表每两年的现金及其等价物的数额？

8.6.6 练习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指出下面关于内部控制的陈述是对是错：

a.那些负责维护资产安全的员工应当维持对这一资产的会计记录。

b.应当保留完整的、精确的和最近的会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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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只要有可能，应该按照每个雇员负责一项既定的工作为原则来分配责任和义务。

d.员工应当被安排于一个岗位并始终保留在这个岗位，以使其技术水平尽可能提高。

e.应当推荐使用支票打印机，收银机和打卡机。

f.内部审计功能不应当被执行，因为这使员工们觉得管理者不信任他们。

g.打击欺诈的最好的保护措施之一是雇佣诚实的、有才能的员工。

h.如果管理人员提高努力，可以设计一个十分安全的的内部控制系统。

练习B 关于内部控制，以下说法哪个是正确的？请解释。

a.一般来说，内部控制系统仅在较大的组织中才是必须的。

b.内部控制的目的是核查会计数据的精确性、保障资产免受欺诈、改善运作的有效性、确保
管理者的章程被服从。

c.一旦建立了内部控制系统，只要正式组织保持不变，它就应当是有效的。

d.内部控制的一个实例是：公司需要一名员工计算每天的现金收入并将其总额与收银机账户
的总额相比较。

练习C 雅利公司8月底的银行对账单显示的余额是12,862美元。未支付支票总额是3,937美
元，在途存款数额是5,990美元。如果这些数字是你所能用到的相关数据，那么8月底现金账
户的调整余额是多少？

练习D 利用以下数据编制一份银行对账单，确定2010年10月31日里德公司正确的可用现金
余额的调整值。

练习E 以下是8月31日奥布赖恩公司的银行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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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日记账是调整和校正现金账户的必要条件。

练习F 在当年的3月1日，Shelbey公司有一张未兑现的价值15,000美元的支票。在三月份
里，该公司又额外发出一张价值57,000美元的支票。到3月31日，本月的银行对账单显示
48,000的支票已经清零。3月31日，未兑现支票的数量是多少？

练习G 马特森公司8月31日的银行对账单显示公司账户中14项独立存款的总额是15,000美
元。7月31日，有410美元的存款和330美元的在途存款。8月总的现金收入是19,000美元，
共有13项存款。那么公司8月31日的在途存款数额是多少呢？

练习H Holder公司每天将全部的现金收入存入银行，并且用支票做所有的支付。10月31
日，所有记账完成之后，其现金账户的借方余额是4,325美元。截止到10月31日的本月对账
单显示出3,988美元的余额。其他的数据有：

未支付支票共有425美元。

10月31日，838美元的现金收入被记入银行的夜间存款，没有出现在银行对账单里。

10月份，银行服务费是14美元。

公司出售库存物资收到数额为405美元的772号支票，但银行实际支付的数额是315美元。

为Holder公司编制一份10月31日的银行余额调节表，同时编制所需的日记账。

练习I 8月31日，布赖顿公司的小额现金储备包括铸币和纸币260美元，雇员借据30美元，邮
费支出产生的付款凭单120美元，车费52美元和客户招待费138美元。小额现金账户显示的
余额是600美元。由于已编制了财务报表，故于8月31日对小额现金储备进行了补足，因为
将要编制财务报表。8月31日所需的日记账是什么？

练习J 利用上一道练习题的数据。如果铸币和纸币的数额变成247.20美元，应该怎样登记账
目？什么科目不应记入损益表的借方？

练习K Rock公司有一个价值450美元的小额现金储备。12月份发生了以下几笔业务：

12月2日，小额现金储备增加至1,350美元。

12月8日，第318号小额现金凭据记载了14.20美元的运输费用的支付情况。此时，（）未被
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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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公司认为小额现金储备金过于庞大并缩减为1,120美元。

为这些业务编制必需的日记账。

8.6.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以下是2010年6月30日蒂凡尼公司的银行对账单：

蒂凡尼公司7月份的银行对账单如下：

7月份的现金收入存款，包括7月31日的收入，数额共达5,178.30美元。7月份，蒂凡尼公司
开出过这些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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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99 $18.86

No.900 1,349.55

No.901 27.75

No.902 946.92

No.903 59.70

No.904 44.01

No.905 1,093.50

No.906 15.00

2010年7月31日，总账的现金余额是30,766.37美元。

编制一份2010年7月31日的银行对账单，并为校正账户做出必要的日记账。

问题B 以下是休斯公司2010年5月31日信息：

• 2010年5月31日，银行对账单的余额是59,410美元。
• 2010年5月31日，休斯公司的现金账户余额是60,904美元。
• 5月31日，一笔价值4,275美元的新近存款没有出现在银行对账单中。
• 5月31日，未兑现支票总额达7,614美元。
• 在5月当中，银行记入休斯公司贷方的实收款项是6,795美元，是该公司收到的票据。产

生的利息收入是45美元。
• 5月份的银行的服务和托管费用达18美元。
• 比较已付支票和支票登记簿，发现一张数额为1,458美元的支票在账册中记成了1,539美

元。这张支票已经签发用于支付应付账款。
• 检查存款单和银行对账单发现公司有一笔2,250美元的存款，而且错误地以2,250美元的

数额记入休斯公司账户的贷方。
• 从顾客佩蒂那里收到一张270美元的支票，偿还了银行对账单标记的NSF支票。
• 在5月当中，银行向休斯公司支付了13,500美元的票据以及135美元的利息，并将其记

在公司账户上。休斯公司没有记录这一票据的支付情况。
• 在对现金收入与存款单进行检查时，发现记账人将顾客派克1,458美元的支票记为1,944

美元。
• 银行对账单显示，公司5月账户余额产生的450美元利息收入记入公司账户的贷方。

a.编制2010年5月31日的银行对账单。

b.编制必要的日记账来调整2010年5月31日的账户。

问题C 以下是卡林顿公司小额现金储备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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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 日，公司签发一张450美元的支票，并已兑现支票，而现金放在助理经理处保管作为
小额现金储备金。

12月17日，补足储备金，分析如下：

硬币和纸币 $147.40

小额现金凭据有：

运输费用 173.48

进（销）货运费 111.12

购买邮票 15.00

11月31日，这一天是会计期末，小额现金储备金没有补足。这一天储备金的情况是由以下
组成的：

硬币和纸币 $352.05

小额现金凭据有：

运输费用 31.65

购买邮票 36.30

员工的借据 30.00

为这些业务编制日记账。用现金短缺和超额账户表示储备金的没有每一笔短缺和超额。

问题D 以下是贾维斯·雷金公司有关小额现金储备的业务：

4月1日，小额现金储备拥有350美元的现金余额。

4月19日，由于储备金中的现金量下降到70.20美元，需要进行补足。

小额现金的凭据如下：

为住院的员工买花（杂项费用） $84.38

邮费 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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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 46.71

4月30日，储备金中的现金量变为193.07美元。储备金由这一时段财务报表中的小额现金支
付补足。小额现金凭据包括以下内容：

进（销）货运费 $64.12

办公用品 92.81

5月1日，小额现金储备的余额增至400美元。

编制日记账来记录这些业务。

8.6.8 补充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补充问题A 以下是英格兰公司的数据：

2010年6月30日，银行对账单余额为30,000美元。

2010年6月30日，公司账册中银行账户的现金余额为8,795.美元。

2010年6月30日，未兑现支票为14,300美元。

6月30日，价值2,735美元的银行存款没有出现在银行对账单的存款中。

银行已收到一笔价值22,612美元的票据收益（其中112美元为利息），贷记到英格兰公司的
账户。银行在票据中向该公司收取15美元的收款手续费。

银行错把向英格兰公司收取的10,500美元借记到了另一相似名称的公司下。

6月份，除去收款手续费后，银行的服务费用总额是95美元。

一张700美元的已付支票用于支付账户。会计员已将920美元的支票记录于公司的账上。

6月20日，顾客克罗斯比存入一张价值2,447美元的支票，且已被银行退还并标记为NSF支
票。在公司的账户记录上并没有反应这笔退还的登记记录。

顾客马尔科姆的一张价值1,435美元的支票已被存入银行，但被记账人员错记为1,570美元。
这张支票已经签收用于支付客户的应收账款。

编制2010年6月30日的银行对账单，并做日记账来校正账户记录。

补充问题B 爱尔兰公司银行对账单中2nd National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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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其他一些可能用到的数据：

7月31日，分类账的余额为128,209美元。

含银行对账单的借方备忘录显示了银行收到的爱尔兰公司的票据。收益为13,500美元，其中
含有375美元的利息。

数额为6,210美元的NSF支票已由银行退还，是扣除银行对账单后的支票总额。

7月31日，在途存款总额达到33,750美元。

7月31日，未兑现的支票为55,350美元。

银行错把另一家公司的29,025美元的存款加在爱尔兰公司的账户上。

银行扣减了爱尔兰公司的一张价值20,250美元的支票，而不是调整20,250美元的账户数额。

7月21日，公司记录存款为4,299.75美元，而银行实际账户记录的是4,542.75美元。当天的
收入没有记入账户。

银行对账单上的存款数额包括爱尔兰公司支票账户产生的675美元的利息收入。

a.为爱尔兰公司编制2010年7月31日的银行对账单。

b.编制2010年7月31日所需的日记账。

补充问题C 声纳公司有关小额现金储备的业务如下：

3月1日，建立了一个容量750美元的小额现金储备，由办公室经理助理负责。

3月31日，补足了储备金。之前，由以下组成：

硬币与货币 $491.50

小额现金凭据指出的支出有：

邮费 $82.00

办公室员工的加班费 36.00

办公用品 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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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清理费用 60.00

为新婚员工买花 15.00

为住院员工买花 15.00

员工的借据 15.00

为这些业务编制日记账。用现金余缺账户记录储备金的短缺和超额。

补充问题D 太阳公司决定启动小额现金储备，与其相关的业务如下：

6月4日，建立了一个225美元的小额现金储备。

6月22日，储备金中现金数额为31.35美元，储备金管理人支付支出如下：

进（销）货运费 $82.50

邮资 27.00

办公用品 81.75

6月30日，补足储备金，包括截止至今的会计年度财务报告中的小额现金。在偿付储备金之
前有如下的现金与凭据：

硬币与货币 $174.00

小额现金凭据有：

员工借据 15.00

邮资 27.00

办公用品 11.10

7月1日，小额现金储备的余额增长至300美元。

为所有这些业务编制其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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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 批判性思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案例A 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一个管理会计师被要求在美军服现役。这个会计师的
一个熟人伪造了文件仍让其担任会计师。他仅在一家小公司中做会计师的职务，最终，他接
替了经理核准支付账单，准备、签发支票和几乎其他所有的职责。一个周末，他去到一些相
邻的城市并邮寄为其工作过的公司制作的发票。周一一早，他又回来工作并开始接收。核准
支付其准备的发票。周末，他再去往那些城市，兑付现金并将支票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下。
在其屡次进行这一活动数月后，他取消了自己所有的存款，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列出一系列能防止发生此类盗窃事件的步骤。请铭记，这一小公司已经限制了其财务来源。

商业决策案例B 约翰比林斯接替其父亲开始经商。比林斯做出在人事上的一些改革之一就是
由他的大学同学兼任公司经理—会计员—出纳员—销售经理等一系列职务。在这一年过程
中，他与父亲联名向银行借钱。虽然他的生意似乎盈利了，但却资金短缺。实际上公司在存
货和应收账款上的投资是增长的。最终，一年之后，比林斯的父亲雇佣了你——一个注册会
计师——来审计他公司的账目。你发现，公司经理—会计员—出纳员—销售经理这种一人担
任的机制导致储备金的滥用，而且还采取了许多阴谋来掩盖他的行动。更加明确的信息有：

• 将销售的现金收入放入口袋，低估每天的收银机报告或修改保留的销售凭据的复印件。
• 将偷来的支票电汇用于支付公司的应收帐款，并记入贷方账户，然后在借方记入虚拟的

应收账款以保持账户记录的平衡。
• 签发虚拟供应商支票并存入帐户，且以自己的名字作为这些账户支票的签字人；把购买

账户记入借方以保持账册的平衡。
• 通过签发假的付款凭单冲抵各种费用支出来盗窃小额现金储备金。
• 通过假的销售退回凭证来显示现金销售的退还，以期将来冲抵偷窃的现金收据。

针对上面列出的每个项目，用文字描述好的内部控制可以阻止不忠诚行为导致的亏损的至少
一个特征。

商业决策案例C 兄弟公司2010年11月30日的未兑现支票有：

No.229 $1,000

No.263 $1,089

No.3678 $679

No.3679 $809

No.368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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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当中，兄弟公司签发的支票的编号为3681-3720；除了3719号支票的963美元和
3720号支票的726美元，其他支票都已在银行兑现。同时，3678、3679和3680编号的支票
也一并兑现。

12月31日的银行对账单显示的余额为23,944美元。服务费用共计20美元，有两张支票被银
行退回，一张是价值114美元的NSF支票和一张价值2,000美元的“未交帐户”支票。

最近Brian Askew 从兄弟公司的公司经理—出纳员—会计员职务上退休，其职务由Fred
Hannah 替代。Hannah指出公司缺乏内部控制系统，而且由于缺乏隐蔽方案，暂时性地阻
止了资金的挪用。最终，他想出了一些计谋。其中的一个计谋导致银行开出了价值2,000美
元的“未交帐户”支票。Hannah取消现金收入,取而代之的是不存在的支票账户，使得客户可
能支付给公司无价值的支票。

另外一个计谋设计得更加精明。Hannah把现金收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其数值等同于两项
未列出的未支付支票，他还准备了以下的银行余额调节表：

a. 叙述Hannah想出的第二个计谋的本质内容。计算通过运用两种计谋他总共偷窃了多少现
金？

b. 编制2010年12月31日的正确的银行对账单。

c. 在分析完(a)和(b)之后，描述一些可以阻止Fred Hannah盗用储备金和隐藏其行动的方
法。

*注释：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应具体安排在这一章，但可以应用这一章节描述的准则解
出这个问题。

年度报告分析D 在读者文摘的年度报告中，基于报告的管理，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执行副
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提出：

公司设计的内部会计控制用来在合理的成本下提供合理的保证——业务与事件被适当记录且
资产被安全保护。内部控制系统支持书面规章制度与工作程序，且通过仔细专业人才队伍的
选拔、培训、和监督，由内部审计部进行监控指导。

这一报告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报告提到了内部控制系统的哪些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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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分析E 收集一份公司的年度报告（你所在学校的图书馆可能会有一些年度报告）。
确定这一公司最近两年的速动比率。分析结果。

道德案例——写出感受F 阅读完道德案例后，讨论城市俱乐部餐厅的道德情形。为了阻止
John Blue的工资补充方案，描述所有者可能采取的措施。

小组设计G 与几个同学一起参观当地的大公司，询问其内部控制系统情况，尤其是，如何保
护其资产免受欺诈和浪费、确保符合公司章程和联邦法律、评估员工的表现、保证准确和可
靠的运作数据和会计报告的。如果公司有内部审计人员，询问公司的一些行为情况。向你的
指导老师交一份报告来概述你的发现并在全班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小组设计H 与你一两个同学参观两个拥有小额现金储备的公司。咨询储备金管理人是如何识
别用于管理这些储备金的控制措施的。向你的指导老师交一份报告，比较控制的应用，指出
控制系统的差异和系统中的不足，在全班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小组设计I 银行账户的“挪用补空”已经被用来隐藏银行账户的资金短缺。与你的一两个同学
去图书馆研究这一主题。写一份报告给你的指导老师，描述这一技术是怎样起作用的，并描
述如果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阻止。

8.6.10 运用网络——真实世界的视角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以下网址：

http://www.vfauditmall.com/

这是一个名利公平审计中心的网站。点击访问中心，CCA工作室，工具箱、工作商店，Tek
Shak、风险工厂，连接广场和商场。浏览网站后，写一份备忘录作为你关于内部审计学到的
东西。

访问证券交易网站，在以下网址中找到EDGAR数据库：

http://www.sec.gov/edgar.shtml

EDGAR数据库的建立是为了电子数据收集、分析、检索系统。它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网站
上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信息？挑选你心目中的一家公司，找出关于这家公司信息的（）。写一
份报告给你的指导老师，概述你的调查结果。

8.6.11 自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1. 错。预填日期支票不包括在现金内。
2. 对。公司应当确保现金足够来支付即将到期的账单。
3. 错。银行对账单的现金余额不总是与存款人账册的现金余额相一致，这是由于在途存

款、未兑现支票、银行服务费用的存在。
4. 错。在途存款可以正确的记录在存款人现金账户的借方，而且在银行雇员开启夜间存款

池时，在途存款可以记入银行的存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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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错。为方便起见，公司会利用小额现金储备来支付小额度的现金支出，如送货费用或邮
资邮费。

多项选择题

1. D. 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不是必须要保证特定的盈利。

2. A.

银行对账单余额 $1,951.20

加：在途存款 271.20

减：未兑现支票 (427.80)

调整余额 $1,794.60

总账余额 $1,869.60

减：NSF支票 (61.20)

服务费用 (13.80)

调整余额 $1,794.60

3. D. 在途存款已经登记在公司的会计记录中，但还没有登记于银行的记录中。

4. B. 登记在账簿中银行的服务费用的日记账是：

5. D. 在补足小额现金储备的日记账中，贷方是现金，不是小额现金。

邮资成本 xxx

现金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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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9 应收与应付项目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用备抵法计算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
• 记录信用卡销售与回收。
• 定义负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 定义及解释可确认负债、预计负债和或有负债。
• 解释应收及应付票据，包括利息的计算。
• 解释用附息票据和非附息票据借钱。
• 分析及运用财务结果——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诉讼协助的职业生涯

什么是诉讼协助？它不意味着在法律机构工作。它是指在法庭中试图获得有利裁决的协助法
律顾问。做诉讼协助工作的人一般工作在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或作为一名独立所有者
或与其他人合伙成立机构。有经验的诉讼协助人员可能挣到六位数的收入。

诉讼协助广义上包括欺诈审计、估价分析、调查会计、司法会计。诉讼协助的实践包括协助
进行诸如产品责任纠纷、股东纠纷、违反合同、企业的重大损失等问题的法律指导。这些调
查要求会计人员收集和评估证据以评估上述情况的完整性及涉及的现金数额。

会计师在法庭上可以也经常被要求充当鉴定人。这一体验需要有会计与审计知识，以及良好
的交流能力、一定的资格证书、相关的经验和能赢得官司的关键信息。

什么样的人可以以诉讼协助为职业？它需要非常专业的人。这个人必须一会儿是会计师，一
会儿是审计员，一会儿是律师，一会儿是有经验的商人。会计专业本科生、工商管理硕士以
及法律专业的学生都是这一职业所需的良好的学习背景。许多大学提供联合工商管理硕士/
法学博士的计划。这一项目满足了毕业生从事诉讼协助职业的需要。

除了学历，在商业部门的工作经验也是相当重要的。在会计师事务所、企业或政府机构的工
作经验在追求诉讼协助的道路上是非常有价值的经验。

近几年，许多成长期的公司由于贷款的无限膨胀，公司的管理者已经明白，可以给其客户为
他们的购买、销售和利润增长买单而提供特权。利用贷款不仅可以方便地完成采购，还是许
多人获得高价商品（如汽车）的唯一方式。

这一章讨论的是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对于一个公司，应收账款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该公司
能从某一当事人处获得的一定数量的资金。类似地，应付账款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该公司应
支付给某一当事人的一定数量的资金。

根本上讲，应收账款是由商品和服务的销售产生的。这两种都叫做应收账款，是公司提供的
无利息费用的短期信用；而应收票据，是指有时公司延长短期和长期贷款的时间，同时附有
一定的利息费用。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不能回收的应收账款的会计计算。

如果他们的顾客、公司使用信用卡，他们就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应付帐款和应付票据。应付账
款通常是由于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而且不含有利息费用。短期应付票据含有一定的利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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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与应付账款源于同样的业务，但它们同样源于银行或其他机构的借款。第4章将应付
账款和短期应付票据划分为流动负债。一家公司同样要蒙受其他的流动负债，包括的应付项
有应付销售税、预计应付产品担保。长期应付票据通常是由于向银行或其他机构贷款来筹集
购置固定资产。随着你对本章的研究学习，你会发现贷款对经济的重要性，你将了解到贷款
经常会以某些形式伴随我们的生活。

9.1 应收账款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第3章中，你学到了大多数的公司会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准则，因为这很好地反映了公司
运作的实际结果。在权责发生制下，销售公司销售时会扩张其信用记录，因为在这个时候，
公司可以取得并实现收入。如果公司已完成销售合同规定的卖方部分且已发货，那么公司就
取得了收入。如果公司收到了客户对商品支付的承诺，那么公司就实现了收入。顾客承诺支
付的行为就是对于卖方来说就是一笔应收账款。公司向客户提供服务和出售货物带来的客户
欠公司的帐户数额，就是应收账款的数额。时常，这些由于商品和服务的信用销售的应收款
项被称为应收账款。

当一家公司销售其账上商品时，顾客没有签属正式的、书面的承诺来支付账款，但他们同意
遵守该公司一贯的信用条款。但是，顾客可能得签一张销售发票来证明其购买了商品。典型
的销售入账支付条款期限是从30天到60天不等。公司通常不向欠款账户收取利息，除一些
过期账款。

由于顾客不总是遵守其付款承诺的，公司一定要在其记录当中提供这些坏账。公司用两种方
法来处理坏账。备抵法要求预付坏账；直接注销法是指当一笔款项被认为无法收回且需按照
要求的方法处理联邦所得税时，把坏账看作是现在的支出的一种方法。然而，因为备抵法体
现了会计的权责发生制、是基于财务会计目的记录坏账的可接受的方法，所以在本书中我们
仅讨论和说明备抵法。

即使公司会仔细地甄别信用顾客，还是不能消除所有的坏账。公司预料其某些账款会成为坏
账，但他们不知道哪一个是。配比原则要求扣除一些支出，这些支出是由会计期间其他收入
产生的收入导致的。用备抵法来记录坏账符合这一准则，因为这种方法在确定某些异常账户
为不可收回账款之前应先识别不可收回账款的支出。这种方法需要登记的账户和第3章中提
到的折旧的登记有一些相似，因为都是把支出记入借方并把补贴记入贷方（资产抵销项
目）。登记入账的目的是使损益表公正得表达恰当的费用，资产负债表公正地表达资产。坏
账损失（也称为可疑帐户费用或坏帐费用）是公司在进行信用销售时所蒙受的营业费用。我
们将坏账损失归为销售费用一类，因为它源于信用销售。其他一些会计师可能将它归为管理
费用一类，因为信贷管理部门在设置信用条款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了符合配比原则，公司必须将坏账损失与其产生的收入进行配比。因此，即使配比原则方
法需要估计，一笔2010年发生的销售坏账也应记入2010年的支出。而评估是必须的，因为
直到2008年及之后，公司才能确定2010年客户账户是否变成不可收回账款。

记录坏账的调整。在每个会计期间期末，评估坏账的公司会调整会计记录。它借记坏账损
失，因此在适当的时段记录营业费用。贷记坏账准备账户。

作为应收账款账户的一个备抵账户，坏账准备账户（也称为备抵可疑帐户或备抵呆账）将应
收账款减少至净变现价值。净变现价值是公司期望从应收账款中收到的款项。当公司调整坏
账分录时，是不知道哪些特定的帐户将成为坏账账户的。因此,公司既不能把坏账记入应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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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控制帐户的贷方也不能记入客户的应收账款明细分类帐帐户的贷方。如果一个或另一个被
记入了贷方，应收帐款控制帐户的余额就会和应收账款明细分类帐帐户的余额不相等。如果
没有把坏账记入应收账款控制帐户的贷方，备抵帐户会表明公司的应收帐款是不可收回的。

为了说明坏账的的调整分录，假定一家公司拥有100,000美元的应收账款且评估其坏账损失
在给定年份为4,000美元。年末所需的调整分录为：

借记坏账损失账户带来利润表中成本与收入的配比；坏账损失与这个会计期间的收入相配
比。贷记坏账准备账户在资产负债表中减少应收账款至这些账款的净变现价值。当公司完成
一个会计年度的账册时，应将该公司的坏帐费用结转到本期损益。资产负债表中的备抵账户
作为应收帐款的扣除项，如下所示：

预估坏账。会计师用两个基本方法来评估一个时段的坏账。第一个方法—销售额百分比法—
关注损益表及坏账和销售的关系。第二个方法—应收账款百分比法—关注资产负债表及备抵
坏帐和应收账款的关系。

销售额百分比法。销售额百分比法根据某一特定的期间信用销售来估计坏账。理论上来说，
这种方法是基于以前年度实际坏账占以前年度信用销售的比例。当现金销售的份额很小或占
总销售额的比例恒定不变，公司可以基于净销售额来计算。因为至少一种情形经常遇到，公
司通常会用总净销售而不是信用销售。利用这一原则来确定登记账户的公式是：

坏账日记账分录账户—净销售额（总的或信用的）x预估坏账百分比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2008年，兰金公司的坏账占总净销售额的1.1%。相似地计算2009年的
坏账占0.9%。这两年的平均值是1%[(1.1+0.9)/2]。兰金公司不希望2010 年与之前两年有所
差异。2010 年的总净销售额是500,000美元；年底的应收账款是100,000美元；坏账准备账
户的余额为零。兰金公司将在2010年做出以下的调整分录：

兰金公司用T型账户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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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金公司在利润表中公布了坏账损失。应收账款除去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的坏账，如下所
示：

在利润表中，兰金公司将坏账损失与这一时段的销售收入相配比。我们将这一损失归入销售
费用一类，因为它是信用销售的一般结果。

在年末调整时，坏账准备账户通常会有借方或贷方的余额。在运用销售额百分比法时，公司
在计算年末调整数量时忽略了备抵账户中的现有余额（除非备抵账户调整后有贷方余额）。

例如，假定兰金公司的备抵账户在调整前有300美元的贷方余额。调整分录仍然是5,000美
元。然而，资产负债表中显示100,000美元的应收账款减去5,300美元的坏账准备账户，得出
的净应收款项是94,700美元。在利润表中，坏账损失仍然会是总净销售额的1%，也就是
5,000美元。

在应用销售额百分比方法时，公司每年评估坏账的百分率是源于上一年的销售额。如果这个
百分率仍然是有效的，公司就不会做出变化。但是，如果情况已经明显发生了改变，公司便
会增加或减小这个百分率以反映变化的情况。例如，在商业衰退期和高失业率的期间里，公
司可能会增加这个百分率以反映顾客支付能力减弱的事实。但是，如果采取了更加苛刻的信
用政策，他可能必须减小这个百分率，因为公司不希望有坏账。

应收账款百分比法。应收账款百分比法通过判定备抵坏帐的预期规模来估计坏账。兰金公司
用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乘以基于坏账经验确定的比率来确定坏账。运用应收账款百分比法时，
公司可以使用全面比率或区别比率来确定每一会计期间的应收账款。

运用使用全面比率的应收账款百分比法，计算坏账账户的数额时，兰金公司会采用以下公
式：

坏账账户数额—（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预估坏账百分率）—坏账准备账户的现有贷方余额
或坏账准备账户的现有借方余额

利用与之前同样的信息，兰金公司对2010年末的坏账做一个评估。应收账款的余额是
100,000美元，且备抵账户没有余额。如果兰金公司预计6%的应收款项将成为坏账，则调整
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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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金公司用T型账户来表示：

如果在备抵账户调整之前，兰金公司有300美元的贷方余额，分录的科目是一样的，只是分
录的数额变为5,700美元。资产负债表的两个账户出现数额上的不同是因为管理者想让备抵
账户的贷方余额等于未支付应收账款的6%。必要的调整计算式是[($100,000×0.06)-
$300]=$5,700。因此，用应收账款百分比法，公司在调整坏账时会考虑到备抵账户中的任
何现有余额。兰金公司用T型账户表示是：

圖表 9.1 应收账款账龄表

另一个例子，想象在备抵账户调整之前，兰金公司有300美元的借方余额。然后，只有6300
美元的贷方数额才能冲抵达到6000美元的贷方余额。必要的调整计算式是
[($100,000×0.06)+$300]=$6,300。兰金公司的调整如下：

无论调整前的备抵账户是什么，当利用应收账款百分比法的时候，兰金公司调整了坏账准备
账户，使其有6,000美元的贷方余额—等于应收账款100,000美元的6%。在做调整时，预期
的坏账准备账户的期末贷方余额6,000美元被当做是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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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在所有的应收账款中都用了坏账比例，而不管其账龄。然而，一些公司针对
每个账龄的应收账款使用了不同的百分率。当会计师决定要针对不同账龄的应收款项使用不
同的比率时，他们需要编制一个账龄表。账龄表是根据应收账款的未付时间长度来分类，而
用不同的坏账百分率计算每个时间种类的列表。公司根据经验来定这些百分率。圖表 9.1
中，账龄表显示了时间较长的应收款项，公司越很少可能收回它。

根据账龄对应收帐款分类常常可以给公司提供一个更好的依据来评价备抵账户的总额。例
如，根据经验，一家公司可能预测仅有1%没有到期的账款会成为坏账（会计期间末之前的
少于30天的销售）。另一个极端情况下，公司可能预期50%的过去超过90天的所有账款会成
为坏账。对于每个年龄类别，公司用应收账款乘以对坏账预计的百分率来找到预计的坏账数
量。

所有类别预估数额的总和应小于总的预估坏账，而且应等于备抵账户预期的贷方余额(目
标)。

由于账龄表的方法是应收账款百分比法的一个变形，在调整之前，备抵账户的余额反映了年
末对坏账记录的调整分录。例如，圖表 9.1的表格显示，24,400美元需要作为备抵账户期末
贷方余额。如果在调整前，备抵账户有5,000美元的贷方余额，那么就需要调整19,400美
元。

账龄表的信息同样对于管理者的其他目的是有用的。对应收账款收取模式的分析可能暗示着
信用政策改变或增加筹措资金的需要。例如，如果许多客户余额账龄的过期天数增加至
61-90天，收款努力可能必须要增强。或许，公司可能必须找到其他的现金来源以支付折扣
期内的债务。账龄表的编制可能同样有助于判定那些本该被注销成坏账的特定账户。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根据《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规定，为其他公司代收欠款的公司仅能在上午8点

至9点之间拜访公司，并且不能使用错话。只有在雇主允许打电话的时候，代收

欠款公司才能打电话给雇主。而且，如果他们确实打算这么做，他们可以会遭

到起诉。

注销应收账款。随着时间的前进，公司会考虑将一些特殊顾客的账款划为坏账，也就是会注
销这些账户。这种方法把坏账准备账户记入借方。把总分类账中的应收款控制帐户和应收账
款明细分类账中的客户帐户记入贷方。例如，假定把顾客史密斯750美元的账户认定为坏
账。注销这笔账的分录是：

在用坏账准备账户代表潜在坏账之前，坏账准备账户的贷方余额还没有被明确地认定。借记
备抵账户和贷记应收账款显示了公司已将史密斯的账款认定为坏账。值得注意的是，注销登
记在借方的应收账款不包括记录的支出。在同一会计期间内，公司将坏账损失认定为销售。
如果史密斯750美元的坏账又再次被记入坏账损失中，它将被两次当作损失计算。

注销不能反映应收账款的净应收值。例如，假定阿摩司公司在之前的账册中，共有50,000美
元的应收账款和3,000美元的备抵；应收账款的净应收值是47,000美元。在记录了这笔业务
之后，应收账款为49,250，且有2,250美元的备抵；净应收值仍是47,000美元，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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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之前 注销记录 注销之后

应收账款 $50,000 Dr. $750 $49,250 Dr.

坏账准备 3,000 Cr. 750 Dr. 2,250 Cr.

净应收值 $47,000 $47,000

你也许会惊奇，备抵账户在调整之前如何会有借方余额。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假设詹金斯公
司2009年1月1日开业，决定用备抵法在年末为坏账做调整分录。因此，在2009年初，备抵
账户没有任何余额。如果公司在2009年度注销任何的坏账，将借记坏账准备账户且在这一
账户留有借方余额。在2009年末，公司借记坏账损失、贷记坏账准备账户。这一调整分录
会使得备抵账户拥有贷方余额。在2010年度里，公司再次开始借记备抵账户以注销坏账。
即使2009年末的调整足以冲抵当时现有的所有应收账款，这些应收账款随后会变成坏账，
2010年销售额产生的应收账款很有可能在2010年末之前就被注销了。如果是这样，备抵账
户在2010年末调整之前会再次出现借方余额。

坏账的恢复。有时，公司收到了之前认定为坏账且做出注销的账款。通常当坏账被偿还时，
公司意识到他们错误地注销了坏账账户。然后公司进行与原来注销账户相反的记录，并恢复
记入借方的应付账款和记入贷方的备抵账户的数额。公布记入借方的总分类账和客户的应收
账款明细分类账帐户。公司也会公布记入借方的现金和记入贷方的应收账款的数额。并且公
布记入贷方的总分类账和客户的应收账款明细分类账帐户。

为了说明情况，我们假定5月17日，公司收到了之前注销的史密斯的750美元的账款支票。
所需的两个日记账为：

Smith的应收账款的借方和贷方在同一天记录到他的明细分类账帐户，这个明细分类账帐户
最终用于支付到期金额。结果，公司可能会决定将来仍向他销售商品。

当公司收到了部分之前注销的账款，通常的程序是恢复实际上收回的那部分坏账，除非明显
指出了数量将被全额收回。如果公司预计会全额支付，就恢复账户全部的金额。

由于公司提供客户使用信用支付，经常会导致公司产生坏账，因此现有许多公司都允许顾客
使用银行或外部信用卡。这一政策减轻了公司收取逾期账户的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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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宽广的视角：(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应收融资
坏账准备

识别融资应收款项的损失。应收账款小额余额的损失备抵反映了管理者在进行

主要基于历史经验的投资组合决定时，对固有的可能损失 的最佳估计数。对于

其他的应收项目，主要是大额的贷款和租赁合同、备抵损失，主要是根据管理

者对可能损失的最佳估计数，初步确定最佳估计数的管理可能出现 的损失,包括

对已知可疑账户的特殊备抵。

所有或一部分被认为坏账或需要过多的收集成本的账户，通常被注销到备 抵坏

账账户。如果小额余额账户存在6到12月拖欠债务的情况，就会被注销，即使这

些余额只是被判定为坏账，例如破产账户，并且小额余额账户应当立即登记以

估计可变现的价值。大额余额账户应当至少每季度重新评估一次，并且这些账

户中被判定为坏账的应登记入账以估计可变现的价值。

作为贷款的赔偿，当抵押被收回时，记录应收账款冲抵备抵坏账以估计资产的

公允价值从而减少出售成本，然后转让其他资产并在随后以更低的或估计的公

允价值来减少出售成本。这一会计方法被主要用于特定的经济业务中。

（以百万为单位） 2000 1999 1998

1月1日，余额 $3,708 $3,223 $2,745

规定的操作费用 2,045 1,671 1,603

有关公司取得或出售的净转移 22 271 386

注销数额 (1,741) (1,457) (1,511)

12月31日，余额 $4,034 $3,708 $3,223

来源：通用电气公司2000年度报告。

会计视角：技巧的运用
审计员利用专家的系统来评估顾客的内部控制结构和检测顾客的坏账准备账户

余额的合理性。这一专家系统通过把规则和信息输入到专家系统软件得到结

论。这些规 则是模仿人类的心理过程，即专家在解决这些情况时会使用的过

程。例如，在医药领域，组成专家系统准则的是模拟某一给定的医药领域顶级

专家的诊断决策过程。 医生可以输入从外部获得的关于这种疾病病症的信息，

然后专业系统将基于专业模式提供可能的诊断。相似的方式，会计师将顾客信

息输入专业系统，随后接收到一 个针对账户余额或内部控制结构的评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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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是非银行（例如美国运通卡）或银行（例如信用卡和万事达卡）发行的，顾客用其购
买商品和服务的卡片。对于一些公司来说，坏账损失和其他信用扩张的成本是一项负担。通
过支付2%到6%的服务费用，企业把这些成本转嫁到银行和机构发行国家信用卡。然而，银
行和信用卡机构只能吸收这些坏账以及信用扩张和维护记录的成本。

通常，银行和机构发行信用卡以核准每年信贷申请的费用。当一家公司同意支付这些信用卡
时，则他也同样同意支付银行或信用机构收取的这百分之几的费用。

当进行一笔信用卡销售时，卖方会检查顾客的卡片是否已被取消、如果额度超过了规定的数
量（如50美元）是否得到批准。这一程序避免卖方收到遗失的、偷窃的或被取消的卡片。同
样地，这一政策使信用机构免受超出顾客原本建立的信用限额的危险。

卖方对信用卡销售的会计处理依赖于企业是否接受了非银行或银行的信用卡而不同。为了说
明使用非银行信用卡（例如美国运通卡）的会计处理，假定截至今日某家餐厅的美国运通卡
发票数额是1,400美元。美国运通卡向餐厅收取5%的服务费。宾馆用信用卡损失账户来记录
信用卡机构的服务费，并做分录如下：

餐厅邮寄发票给美国运通。有时，随后，餐厅会收到美国运通卡的付款，并做分录如下：

为了说明使用银行信用卡（例如信用卡和万事达卡）的会计分录，假定零售商有一笔1,000
美元使用VISA卡片的销售业务，且服务费为30美元（销售收入的3%）。VISA销售被当作现
金销售，因为现金的接收是确定的。零售商将信用卡销售发票存入银行的VISA活期存款账户
中，就如在定期支票账户中存入支票。记录这一存款的分录是：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
信用卡近来的创新有：用于防盗的信用卡图片入侵检测系统(IDs)，专用于购买

新车信用卡(例如通用汽车卡)，免费航空旅行信用卡和购物回赠现金卡。例

如，发现卡（美国的一种信用卡）会向信用卡持有者汇入全部费用的一定比

例。同样地，一些信用卡公司降低了未付差额利率，并取消了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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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每家公司必定要有流动资产（如现金和应收账款）来运作一样，每家公司在其运作当中
还要蒙受流动负债。法人公司（IBM和通用汽车）、合伙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独资公司
（路过的杂货店）通常都共同拥有一个特点—拥有负债。下一部分我们讨流动负债

9.2 流动负债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负债是源于过去的某项业务而有义务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支付现金、提供服务或发送商
品。这一定义包括的每项负债在之前的章节中都有讨论，这一章节还会提及一些新的负债。
资产负债表把负债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流动负债是⑴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取较
长的时间，或⑵用于支付流动资产或制造新的流动负债。长期负债的义务与流动负债限定得
不同。这一章关注的是流动负债，第15章会对长期负债进行描述。论公司蒙受的一些流动负
债。

流动负债的定义中用到了一个术语—营业周期。一个营业周期（或现金周期）一个营业周期
(或现金周期)是以现金为开始，购买产生收入所必需的物品 (如原料、物料、劳动和/或成
品)，销售货物或服务，并通过收取应付账款来回笼资金。对于大多数的公司来说，这一时
段不会超过几个月。服务类的公司一般拥有最短的营业周期，因为他们没有现金押在货物
上。而制造类的公司一般拥有最长的营业周期，因为存货和未偿还的应收账款占用了他们的
现金。即使是制造类的公司，这个周期一般也会少于一年。因此，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流动
负债正常是在一年或一年之内，而长期负债的到期日是结账日后的一年。

不同公司的运转同期如下：

公司种类 营业周期

仅现金销售的服务

类公司
即时

信用销售的服务类

公司
现金->应收账款->现金

现金销售的商业类

公司
现金->存货->现金

信用销售的商业类

公司
现金->存货->应收账款->现金

现金销售的制造类

公司

现金->原材料存货->在产品存货->产成品存货->

应收账款->现金

流动负债分为以下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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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可确定的负债。负债的存在形式及数量是确定的。之前讨论的大多数负债都是这种
负债，如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应付利息、未到期的投递费和应付职工薪酬。其他还有应
付销售税、应付联邦消费税、长期债务的流动部分和其他情形的工资负债。

• 预估负债。存在形式是一定的，但其数量仅是可预计的。应付产品保证是一个例子。
• 或有负债。负债的存在形式是不一定的，且通常数量也是不一定的，因为或有负债(或

者是因情况而异的)取决于一些未来事件的发生与否。例子包括法律诉讼产生的负债、
应收票据贴现、所得税纠纷、由于过去的行为产生的预估惩罚和公司担保债务的当事人
未能支付债务。

以下表格概述了流动负债的特征：

负债种类 是否存在形式一定？ 是否数量一定？

明显可确定的负债 是 是

预计负债 是 否

或有负债 否 否

明显可确定的负债可以明显确定数量。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描述的负债是之前没有讨论过的
明显可确定的负债——应付销售税、应付联邦消费税、长期债务的流动部分和工资债务。稍
后，我们会讨论应付票据等明显可确定的负债。

应付销售税。许多州都有关于消费者销售税的国家销售税种。公司销售商品，就要对向顾客
征收销售税负债。公司在收取税款时，借记货币资金且贷记应付销售税。公司又按时将收取
的销售税支付给州政府。那时，借记应付销售税且贷记货币资金。

为了说明情形，假定公司在某州销售商品要交6%的销售税。如果该公司信用销售商品的销
售价格是1,000美元，公司编制分录为：

现在假设公司整年的销售额为10万美元，并且在公司将资金汇往州税务机构时应纳销售税额
是6000美元。销售收入是100,000美元，应付销售税账户有6,000美元。以下分录反映了向
州支付税款的情况：

记录应付销售税的另一个方法是把这些税记入销售的贷方。例如，以上公司可以记录销售收
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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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销售税作为销售收入记入同一账户时，公司务必在会计期末将销售税从销售收入中分离
出来。为了做出这种分离，通常把销售税率增加到百分之百，并将这个百分比运用到记录销
售收入中。例如，假定一个会计周期内全部记录的销售收入为10,600美元，且销售税率为
6%。为了求得销售收入，我们使用以下公式：

这一时段的销售收入是10,000美元。销售税等于记录的销售收入10,600美元减去实际的销售
收入10,000美元，即600美元。

联邦消费税税款。消费者购买一些商品，如酒精饮料、烟草、汽油、化妆品、轮胎和奢华汽
车，需要支付联邦消费税。企业销售受联邦消费税管制的产品时，会计记录的登记和销售含
应交销售税金的产品的会计记录是相同的。例如，假设狄克逊珠宝商店向年轻夫妇销售钻石
项链2,000美元。这一笔销售行为要交纳6%销售税和10%的联邦消费税。记录这一销售情况
的分录是：

公司将税款汇往联邦税收机构的记录是通过借记应付联邦消费税和贷记现金。

长期债务的流动部分。会计师将长期债务的某些组成部分移除，变为下一年度资产负债表的
流动负债部分。例如，假设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共10张应付票据；从第6年到第15年开始，每
年都有一张到期。在第5年，会计师将从资产负债表中长期负债类别中移除10,000美元的票
据。流动部分将在一年之内得到支付。

会计视角：技巧的应用
许多公司通过服务机构去处理他们的薪工单，因为这些机构一直知道最新的比

率、基础和涉及薪工单法律变化的情况。公司既可以通过互联网发送他们的数

据，也可 以给服务机构提供工作时间记录表和其他数据。经理指导服务机构打

印工资支票或通过因特网把数据传到公司以保证能够打印支票。

薪酬负债。在大多数商业组织中，薪酬的会计核算是尤其重要的，因为⑴工资通常是公司承
受的最大一笔费用，⑵联邦及州政府需要持有详细的薪酬记录，⑶公司必须把定期工资报告
归档到国家或联邦政府部门，并汇总保留的数额或其他的应付款。薪酬负债包括税收和其他
雇主付给雇员的工资支票和税务的扣除额。

雇主通常保留其雇员的薪水支票单未支付日后的联邦所得税；州所得税；FICA(社会保险)
税；和其他的条目，如工会会费、医疗保险费、人寿保险费、退休金计划及对慈善机构的捐
赠。假设公司2010年4月份的薪酬是35,000美元。公司从员工薪酬中扣除了以下的账目：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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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个人所得税4,100美元；州个人所得税360美元；FICA(社会保险)税2,678美元；医疗保险
费940美元。记录薪酬分录为：

在分录中，所有的贷方账户是流动负债，而且如果在编制财务报表之前仍未清偿，就应记录
在资产负债表中。当这些负债还清之后，公司借记每一项且贷记货币资金。

公司通常在记录工资税的同时记录与其相关的工资。假设一家公司4月份的员工工资税包括
FICA(社会保险)税2,678美元；州失业保障税1,890美元；联邦失业保障税280美元。记录这
些工资税的分录为：

以上这些数额是扣除了保留的员工薪水支票的数额。记入贷方的FICA(社会保险)税税额应等
于从员工薪水支票中扣除的数额。公司可以贷记本身及员工的FICA(社会保险)税账户到同一
负债账户，因为都是同时被支付给同一机构。当这些负债还清时，公司会借记负债的每一账
户且贷记货币资金。

会计视角：技巧的使用
会计软件包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是薪酬核算模块。公司只要每次更新这一模块

比率，基数或法律变化，就能计算出扣缴税款，打印工资支票并完成征税机构

所需的报告形式。另外在计算公司的工资税时，这一软件会保持所有的会计薪

酬记录。

公司的经理可以预计到预计负债的存在但只能估预计数量。主要的会计问题是在资产负债表
日期预计合理的负债。预计负债的一个例子是应付产品保险。

预计应付产品保险。当公司销售出商品（如电脑），通常他们必须保证他们的产品有针对缺
陷所执行的保险。当缺陷发生时，公司有责任赔偿顾客或维修其产品。对于许多产品来说，
公司会根据经验预测出各种缺陷。为了提供收入与成本的适当配合标准，会计师根据会计期
间的销售情况来预测保险成本。借记产品保险成本，贷记预计应付产品保险。

为了说明情况，假定公司销售个人电脑且一年内所有的零部件都有保险。每台电脑的平均价
格是1,500美元，2010年度公司卖出了1,000台电脑。公司预测这一年卖出的电脑中的10%
有缺陷。到2010年末，顾客已经送回了40台本年销售的电脑来维修，且对这40台电脑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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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情况做了记录。预计每台有缺陷的电脑保险的平均维修成本是150美元。为了对产品保险
成本进行合理的预计，会计师做了以下的计算：

当顾客送回了一台2008年购买，保修期到2010年的电脑时（在担保期内），公司借记维修
成本到预计应付产品保险。例如，假定埃万霍尔曼在担保期内送回了他的电脑进行维修。维
修成本包括零件40美元，人工160美元。公司做出以下分录：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
另一项预计负债与工业污染的清理费用有着非常普遍的联系。一家公司在其近

期的财务报表中有以下的注释：

在过去，公司使用化学设施处理危险废物。检测这些工厂蓄水设备区域的地下
水以披露某些污染物的存在。公司为了遵守环保 法规，开发了一项防止深层污
染的计划，提出了补救行动以除去目前的污染物，并建立监测程序监控未来地
下水的情况。在先前的金属酸洗设备场地一个类似的计划 已经开发出来。预计
完成这些计划所需的未来成本是2,860,000美元，应记录在相应的财务报表
中。

如果负债是偶然发生的，公司通常对负债的存在形式和其数量都不确定。财务会计准则委员
会（FASB）第5号声明将偶然定义为“一种现存条件、情况、或者情景下的不确定性，可能
涉及到一个企业盈利或损失，即一旦一个或多个未来事件发生或不发生，这种不确定性会最
终被解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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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第5号声明，负债是可能产生的，且数量可以被合理预计，公司
应该在账目中记录这项或有负债。但是，因为大多数或有负债不会发生且数量通常不能合理
预计，会计师一般不能在账目中记录它们。相反，公司通常会在财务报告的注释中掩盖这些
或有负债。

许多或有负债是由法律诉讼产生的。事实上，957家公司中就有469家公司涉及AICPA每年会
计实务报道的由诉讼引起的或有负债。

以下年度报告中的两个例子是财务报表注释中的典型披露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仅仅由于提
起诉讼，被起诉的公司未必是有罪。一家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包括了以下注释，用来描述关
于公司各种诉讼的或有负债：

或有负债：

各种针对公司的诉讼和索赔，包括那些涉及附带业务、公司作为当事人的日常诉讼，是未判
定的，或者是已经宣判的。另外，公司被通知，美国环境保护署确定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希博
易根市附近的江河和港口中检测出多氯联苯的存在，而且由于涉嫌污染公司被起诉。当前不
可能确定会采取什么惩治行动，即便能，也不可能在所有公司责任导致的费用中确定哪部分
是公司导致的，或者确定全部或部分成本可以由保险或其他人补偿。虽然这些情况的结果不
能被确定无疑，而且其中有些处理可能会对公司不利，但是管理者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处理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有重大的不利影响。

另一家公司解雇了一名员工并在以下注释中披露了后续诉讼的或有负债：

或有事项：

由于公司涉嫌违反合同非法终止雇佣关系，陪审团要求公司赔偿5,200,000美元给之前的员
工。公司基于陪审团提出的错误法官指示和证据不足以支持陪审团裁决的金额两项事由，已
提起上诉。公司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寻求上诉。

公司和其子公司同样都会涉及到各种由一般商业过程引起的其他诉讼。

由于目前不能确定这些事项的结果，所有财务报表中还没有条款是针对公司最终决议的。上
诉陪审团裁决的决议可能会对公司收益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管理者的观点是，所有法律问
题的最终结果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或有负债也可能产生于应收票据贴现、所得税纠纷、由于过去的行为被评定的罚金和公司担
保的债务债务当事人未能偿还。

这章的剩下的部分讨论了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商业业务通常会涉及到一方付给另一方票
据。

9.3 应收票据与应付票据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票据（同样被称为本票）是一张由借款人（出票人）向出借人（收款人）提供的即期或在特
定日期期支付一笔有明确数量货币的无附加条件的书面约定。在出借人（收款人）的资产负
债表上，叫做应收票据；在借款人（出票人）的资产负债表上，便叫做应付票据。因为票据
通常是可以流通转让的，所以收款人可以将它转让给另一方，然后他可以从出票人那里收取
支付款。在圖表 9.2中可以看到本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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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可以向公司支付一张票据以支付应付账款的到期金额或取得大额的销售商品，如电冰
箱。同样，公司也可以向供应商支付票据交换商品来销售或支付银行或个人的贷款。因此，
公司可以从与顾客、供应商、银行或个人的交易中拥有应收票据或应付票据。

公司通常不会为票据建立明细分类账。但是，他们会保留实际的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的副本
的文件。

大多数本票都有一项现付利息费用。利息是在一段时期内使用了一方的现金而需支付的费
用。对于票据的出票人或借款人来说，利息是一项成本；而对于票据的收款人或出借人来
说，利息是一笔收入。借款人承受利息成本；出借人赚取利息收入。为了方便起见，银行业
者计算利息时按360天计息；在本书中，我们也将据此计算利息。（某些公司会按365天计
息。）

圖表 9.2 本票

计算利息的基本公式是：

利息=本金×利率×时间，或写为I=P×R×T

本金是票据的面额。利率是票据上的指定利率；利率一般是以全年来说的。时间是票据存续
的时间，可以是天也可以是月。

为了演示利息是怎样计算的，假设一家公司向银行借款20,000美元。票据的本金（面值）是
20,000美元，年利率是10%，且寿命为90天。利息的计算式为：

注意在这个计算式中，我们用日期占360天的分数表示比率，因为这个利率是年利率。

偿还日是票据到期必须支付的日期。有时，票据需要按月分期（或支付），但是通常所有本
金和利息必须在同一时间偿还，如圖表 9.2所示。票据的措辞表达了到期日且决定了什么时
候支付票据。票据如果应在周日或假期到期，那么到期日是下一工作日。关于到期日的例子
有：

• 即期。“即期，我承诺支付……”当到期日是即期时，这是按持票人的意愿的，但是是无
法计算的。持票人是收款人，或另一个从收款人处合法取得票据的人。

• 指定日期。“2010年7月18日，我承诺支付……”当偿还日是指定的，对偿还日的计算不
是必须的。

• 在指定时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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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出票后一年，我承诺支付……” 当票据到期日以年表示时，票据到期的份和日期同票据
到期年份的日期一样。

(b)“自出票后四个月，我承诺支付……” 当票据到期日以月表示时，票据到期的月份同票据到
期月份的日期一样。例如，从2010年7月18日计算的一个月是2010年8月18日，从2010年7
月18日计算的两个月是2010年9月18日。如果一张票据是某月的最后一天发出的且到期月份
距签发月份仅差几天，那么这张票据的到期日就是到期月份的最后一天。一张2010年1月31
日开始计期的一个月的票据，到期日是2010年2月28日。

(c)“自出票后90天内，我承诺支付……”当票据到期日以日表示时，必须计算精确的天数。第
一天(开始的日期)应当忽略计算，最后一天(到期日)应计算在内。例如，一张2010年10月19
日开始计期的90天的票据，到期日是2011年1月17日。显示如下：

票据寿命（天数） 90天

10月余下的天数不应计入票据的开始日期：

10月份应计天数（31-19） 12

11月份总天数 30

12月份总天数 31 73

1月份到期 17天

有时，一家公司在其卖出高价商品时收到一张票据；更多时候，票据产生于过期应收款项的
转换。当顾客没有支付已经到期的一笔应收账款，公司（债权人）可能会执意让顾客（债务
人）付给其一张票据而不是应收账款。这一行为使顾客有更多的时间来偿还应付余额，公司
只有在余额全部偿还后才能享有利息。同样地，公司可以把票据卖给银行或其他的金融机
构。

为了说明应收账款与票据的转换，假定8月1日，Price公司（出票人）向Cooper公司（收款
人）购买了价值18,000美元的商品。正常的信用期间已过，Price公司还是不能支付发票。
Cooper公司同意接纳Price公司的18,000美元、15%利率、到9月1日到期共90天的票据来结
算Price公司的未结账户。假设Price公司在到期日支付了票据，并且两家公司都以12月31日
作为会计年度截止日，那么收款人和出票人应按如下方式记录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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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公司向Cooper公司支付的18,675美元被称为票据的到期价值。到期价值是出票人必须
在到期日支付的票据数额；通常，若有的话，它包括本金和应计利息。

有时，当票据到期时，出票人不能支付票据。下一部分描述怎样记录到期时不能支付的票
据。

拒付票据是出票人到期不能支付的票据。因为票据已经到期，持有人或收款人将票据从应收
票据中移除且将到期金额记录于应收账款（或拒付票据）。

在票据的到期日，出票人应当支付本金与利息。如果会计记录中利息不是应计的，拒付票据
的出票人应当通过借记利息费用和贷记应付利息来记录票据寿命的利息费用。收款人应当记
录赚得的利息且将票据从应收票据账户移除。因此，票据的收款人应当借记应收账款的票据
到期价值，贷记应收票据的票据的面值和利息收入的利息值。这些记录登记后后，票据上的
所有负债——本金加利息——被包含在两部分的记录中。直到票据支付完成，被新票据所代

418



替，或作为坏账注销，票据的利息会一直持续的产生。为了说明情况，假设Price公司到期
不能支付票据。那么当事人账册的会计分录是：

当票据到期无力支付时，制造商有时只支付原始票据或者替代原始票据的新票据的票面价值
产生的利息。同原始票据一样，新票据的双方当事人对票据的种类进行解释说明。但是，如
果后来事情变成这样，拒付票据的出票人拒绝支付票据，那么收款人应当注销会计账户并借
记坏账损失（或者拒付票据损失），贷记应付账款。如果收款人对无法收回的应收票据作出
年度规定，则应借记备抵坏账。

假定Price公司在到期日支付利息，并发出一张15%利率、90天期限、面值18,000美元的新
票据。双方账册的会计分录是：

虽然账册的的第二个分录没有影响现有账户余额，它暗示旧票据已被更新（或替代）。双方
当事人都用新的票据或是副本替换了原始票据。

现在假定Price公司在票据到期日没有支付利息，但是新票据面值中包含了利息。账册的分
录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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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息票据中，即使利息日复一日的自然增长或积累，通常双方当事人只在票据到期时记录
利息。如果在会计期末未支付票据，但是应在会计期末叠加本期的利息并在会计期末进行会
计调整分录的记录。票据的收款人和出票人都必须做出调整分录来记录应计利息，并记录收
款人的资产和收入，出票人的负债和支出。未能记录应计利息会低估收款人的财产和收入中
的已获利息部分，但是不会收取和低估出票人的支出和负债中未付部分产生的利息支出。

付款人账册。为了说明怎样记录付款人账册的应计利息，假设收款人——Cooper公司——
的财政截止时间是是10月31日而不是12月31日。在10月31日这天，Cooper公司将对涉及
Price公司票据的账户做以下调整分录：

应收未收利息账户显示了已获利息但却没有收回的利息。应收利息在资产负债表中是一项流
动资产，因为利息将会在30天之内收到。利息收入反映在利润表中。当Price公司在11月30
日支付票据时，Cooper公司做了以下分录来记录票据本金和利息的接收：

贷记应收未收利息账户的票据自9月1日起,至10月31日共产生利息450美元，这部分利息被
借记在先前的分录账户，而且贷记11月的已获利息225美元在利息收入账户中。

出票人的账册。假定Price公司的会计年度同样截止于10月31日而不是12月31日。Price公司
的会计记录将会是不完善的，除非该公司对其欠Cooper公司票据的应计利息做出负债账户
的会计调整分录。所需分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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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未付利息账户是公司承受的利息费用但还未支付，在资产负债表中是一笔流动负债，因
为利息将在30天之内支付。利息费用出现在利润表中。当票据支付时，Price公司做出以下
分录：

在这一举例说明中，Cooper公司的财务状况能够支付Price公司的到期票据。而且，Cooper
公司还可以在到期日之前通过出售，或贴现票据收取实收款项。这一规则在高等教材中仍被
保留。

9.4 从应付票据得到的短期融资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一家公司有时需要短期融资。这种情形可能发生在如下情况⑴由于授予顾客宽松的信贷条款
而导致公司现金收入的推迟时，或⑵公司需要现金来支付季节性存货的构建，例如在圣诞前
夕。为了保证短期融资，公司发行带息票据或不带息票据。

带息票据。为了得到短期融资款，公司可以会向银行发行带息票据。带息票据应指定利率并
向借款当事人收取利息。公司从银行得到借入的本金；当票据到期时，公司支付银行本金和
利息。

带息票据的会计登记是简单的。例如，假设公司的会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Needham公
司在2009年12月1日发行了价值10,000美元、90天期限、9%利率的票据。以下分录将记录
这笔贷款，利息从2009年12月31日计起、支付在2010年3月1日：

不带息票据（贴现票据）。为了得到短期融资款，公司也可以会向银行发行不带息票据。不
带息票据没有规定票据票面价值的利率。相反，票据金额应是到期金额减去银行的贴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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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收到的实收款项。银行贴现是票据到期金额和支付给借款人的现金款项的差额。现金
款项应等于票据到期金额减去银行贴现。整个过程被称为应付票据的贴现。这一过程的目的
是要提出不带息票据的利息。在这里贴现的意义在于事先扣除利息。

虽然利息与时间相关，但银行贴现并不是贷款到期的利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
为公司的利息费用和银行利息收入。为了说明情况，假设2009年12月1日，Needham公司
向银行签发10,000美元，90天的，不带息票据，票据的贴现率是9%。则贴现是225美元
(10,000美元×0.09 × 90/360)，Needham公司的实收款项是是9,775美元。票据发出这天所
需的分录是：

Needham公司贷记应付票据的票据面值。应付票据贴现是减少应付票据票面价值到债务净
值的一种抵消账户。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贴现账户的余额应作为应付票据账户余额的扣除
额。

超出一定时间，折现就变成了利息费用。如果Needham公司在会计期末之前支付了票据，
公司应将225美元的贴现记入到利息支出账户并贷记应付票据贴现账户。但是，如果
Needham公司的会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所需的调整分录如下所示：

这一分录是对Needham 公司的票据由于30 天未支付所产生的利息费用的记录。费用可以这
样计算：$10,000×0.09×30/360也可以30/90×$225。注意涉及应付票据贴现的分录，不要
分离必需的应付利息账户。应付票据账户确实包括了到期日将支付的负债总额10,000美元。
自到期日支付给借款人实收款项之日起，通过减少应付票据抵销账户的贴现余额可以使负债
增加。因此，2009年12月31日的流动负债部分，资产负债表中将显示为：

应付票据折现和利息费用的T型账户如下表示：

422



圖表 9.3 带息票据和不带息票据之间的比较

9.5 分析与使用财务成果——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每年的时间次数，即收到的应收账款的平均次数。这一比率的计算式是净
信用销售额或净销售额除以平均净应收账款（扣除备抵账户的应收账款）：

比较理想的是，平均净应收账款应该代表的是周平均或月平均；然而通常，年初和年终平均
额是公司外部使用者唯一可以使用的数据。虽然分析师应当使用净信用销售额，但常常，净
信用销售额是不被公司的外部人员所知的。相反，他们会在计算中的净销售额。

一般地，发展越快的公司应收账款的变现越好。拥有较高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公司，相对于较
低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公司占用较少的现金。公司的信贷条件和收款政策都将影响周转率。例
如，信贷条件是2/10， n/30的公司就比信贷条件是n/60的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要高。同
样地，那些制定严谨的催收款项的公司也会有更高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例如，我们计算过以下假想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净销售额（百万） 平均净应收账款 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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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博菲奇服装公司 $1,238 $14 88.43

淑女装公司 10,105 1,012 10.00

我们计算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也称为应收账款的平均收款期限）如下：

这一比率衡量的是应收账款的平均流动性，且给其质量一个指标。一家公司的应收款项收取
得越快，流动性越好（越容易变现）。应收账款保持的未付状态时间越长，不能收回的可能
性越大。随着时间的增长，顾客越有可能宣布破产或歇业。

我们计算这些假想公司的每家的日销售数量（在365天的情况下）：

这些公司的收款期限从4.1天到36.5天不等。假设信贷条件是2/10，n/30，预计平均收款期
限在30天以内。如果顾客在10天内没有付款且进行了贴现，那么这笔资金的年利率36.5%。
他们损失了2%的贴现，但可以在余下的20天使用这笔资金，这就相当于年利率是36.5%。

这一章已经学习了应收与应付款项，下一章你将学到固定资产。这些长期资产包括土地资产
和应计折旧资产，如建筑物、机器及设备。

9.5.1 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公司用两种方法来计算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备抵法，为坏账做提前处理；直接注销
法，当判断出坏账时，将坏账作为一笔费用处理。备抵法是首选方法，且是本书中讨论
和说明的唯一方法。

• 利用备抵法预计坏账的两个基本方法是销售额百分比法和应收账款百分比法。
• 销售额百分比法关注的是利润表及坏账与销售的联系。借记坏账损失一定比例的信用销

售或总净销售额。
• 应收账款百分比法关注的是资产负债表及坏账准备账户与应收账款的关系。贷记坏账准

备账户的数额必须达到应收账款余额的一定比例。可能会使用全部的百分比或账龄分析
表。

• 信用卡是顾客用来支付购买的商品有及服务的支付卡片。这些卡分为两种——非银行信
用卡（例如美国运通卡）或银行信用卡（例如信用卡）。

• 销售额记录的是销售的总金额，而现金或应收账款记录的是公司将收到的净金额。
• 负债是源于某些过去的交易，且有义务支付现金、提供服务或在未来某一时刻发送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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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负债是⑴在一年或在一个会计周期，取较长的那个时间，或⑵将由流动资产、生成
其他流动负债来支付的债务。

• 长期负债是扣除流动负债的负债。
• 明显确定的负债是那些存在形式和它的数量都是一定的负债。应付账款是一个例子。
• 预计负债是存在形式一定，但数量仅能靠预测的负债。这样的例子有预计应付产品保

险。
• 或有负债是存在形式及一般数量都难以确定的负债，因为这些负债(或者是因情况而异

的)取决于一些未来事件的发生与否。由法律诉讼引起的负债就属于这种。
• 本票是借款人（出票人）承诺向出借人（收款人）或其他依法获得票据的当事人支付一

定金额的即期或定期票据的无条件的书面承诺。
• 利息是对金钱一段时间的使用费。
• 利息=本金×利率×时间。
• 公司有时需要短期融资。短期融资可能通过发行带息票据和不带息票据。
• 带息票据应指定利率并向借款当事人收取利息。
• 不带息票据没有规定票据票面价值的利率。
• 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要用净信用销售额（或净销售额）除以平均净应收账款。
• 计算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或平均收款期限）要用每年总天数除以应收账款周转率。
• 这些比率一同反映了应收账款的流动性及给它们质量的一个指标。一般地，应收账款周

转率超高越好；平均收款期限越短越好。

9.5.2 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a.编制以下业务的分录：

到2010年末，波斯特公司预计其坏账损失是销售收入的1%。2010年的销售收入是
1,125,000美元。

2011年1月15日，公司决定将约翰纳恩账户中750美元划为坏账。

2011年2月12日，约翰纳恩750美元的支票到账。

b.为莱尔公司以下的记录编制分录：

2010年6月15日，莱尔公司收到斯通公司2010年6月15日记期的价值22,500美元、90天期
限、12%利率的票据。

假定斯通公司到期未支付票据。莱尔公司决定将这一票据记为坏账。

问题B a. 编制克伦威尔公司的账册。假定公司从第一国家银行借入利率为7%的10,000美
元，并且于2009年12月1日签发了期限为60天的无息应付票据，计息期间到2009年12月31
日，到期偿还债务。

b. 编制克伦威尔公司的账册。假定公司从琼斯公司购买了5000美元的设备，且于2010年2
月24日签发了期限为30天，利率为9%的有息应付票据。克伦威尔公司到期支付了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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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1 问题解答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解答A

a.

b.

*假设进行贴现时，上面的负债是考虑了应收票据的。如果没有考虑应收票据，应借记拒付
票据的损失。

问题解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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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应收账款周转率：净信用销售额（或净销售额）除以平均净应收账款。

帐龄分析表：一种根据应收账款的期限进行分类的方法；用于确定备抵账户的必需余额。每
个账龄分类中采用不同的坏账比率。

坏账准备账户：是应收账款账户的抵销账户；将应收账款减少至净变现价值。也称为备抵可
疑帐户或备抵呆账。

坏账费用：参见坏账损失。

银行贴现：是票据到期金额和支付给借款人的现金款项的差额。

现金款项：应等于票据到期金额减去银行贴现。

明显可确定的负债：负债的存在形式及数量都是确定的。例子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应
付利息、未到期的投递费和应付职工薪酬。

或有负债：负债的存在形式是不确定的，数量同样通常不确定。它们的存在形式和数量都取
决于未来某一事件是否发生。例子包括法律诉讼产生的负债、应收票据贴现、所得税纠纷、
由于过去的行为产生的预估惩罚和公司担保债务的当事人未能支付债务。

信用卡费用账户：用来记录信用卡机构在提供信用卡销售服务时产生的劳务费用。

信用卡：是非银行（例如美国运通卡）或银行（例如信用卡和万事达卡）发行的，顾客用其
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卡片。

流动负债：是⑴在一年或在一个营业周期内，取较长的时间，或⑵将由流动资产、生成其他
流动负债来支付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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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贴现：是减少应付票据票面价值到债务净值的一种抵消账户。

应付票据的贴现：为到期金额而开出的不带息票据的借款行为，从中扣除了银行贴现，并将
款项支付给借款人。

拒付票据：是出票人到期不能支付的票据。

预估负债：存在形式确定但数量只能预计的负债。一个例子是预计应付产品保险。

利息：是对金钱一段时间的使用费（I=P×R×T）。

应付利息账户：显示尚未支付的利息费用的账户；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流动负债报告。

应收利息账户：显示赚得但却尚未收到的利息的账户；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流动资产报告。

负债：是源于某些过去的交易，且有义务支付现金、提供服务或在未来某一时刻发送商品。

长期负债：长期负债的义务与流动负债限定得不同。

（票据的）出票人：编制票据且有义务到期支付票据的一方。

到期日：票据到期且必须支付的日期。

到期价值：出票人在票据到期时必须支付的金额。

净变现价值：公司预计从应收账款中收到的金额。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每年的总天数（365）除以应收账款周转率。

营业周期：一个营业周期是以现金为开始，购买产生收入所必需的物品 (如原料、物料、劳
动和/或成品)，

销售货物或服务，并通过收取应付账款来回笼资金。

应收账款：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该公司能从某一当事人处获得的一定数量的资金。

（票据的）收款人：收到票据且到期被支付现金的一方。

应收账款百分比法：一种基于计算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来估计备抵坏帐的预期规模的方法。

销售额百分比法：一种基于以前年度实际坏账占以前年度信用销售的比例估计坏账的方法。

（票据的）本金：票据的面值。

本票：是一张由借款人（出票人）向出借人（收款人）提供的即期或在特定日期期支付一笔
有明确数量货币的无附加条件的书面约定。

（票据的）利率：票据上规定的利息比率。

应付账款：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该公司应支付给某一当事人的一定数量的资金。

（票据的）时限：票据可以运作的全部时间；可以用天、月或年表述。

应收款项：客户因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欠公司款项。也称为应收账款或交易应收账款。

坏账损失：是公司在进行信用销售时所蒙受的营业费用；也称为可疑帐户费用或坏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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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指出下列各个说法是对是错。

1. 销售额百分比法用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来估计坏账账户。
2. 在备抵法的情况下，当某一客户的账户被注销时，就产生了坏账损失。
3. 银行信用卡销售可以视为现金销售，因为现金的收取是一定的。
4. 负债源于未来的交易。
5. 流动负债分为明显可确定的负债、预估负债和或有负债。
6. 拒付票据不同于应收票据，其总的到期金额应记录在应收账款账户中。
7. 当通过向银行提供不带息票据以支取贷款时，现金款项和到期金额的差额记入应付票据

贴现的借方。

多项选择

为以下每个问题选出最好的答案。

1. 以下说法哪个是错误的？
a.在销售额百分比法中，计算坏账损失时应忽略备抵坏账账户的现有余额，除非调整后备抵
账户仍有贷方余额。
b. 应收账款百分比法既可以使用全面比率也可以针对每个账龄分类采取不同的比率。
c.坏账准备账户将应收账款减少至净变现价值。
d.注销一个帐户会减少资产负债表中应收帐款的净额。
e.以上都不是。

2. 亨特公司利用应收账款百分比法预估坏账且预测2010年5%的应收未兑现的款项将变成坏
账。应收账款余额为200,000美元，备抵账户在年末调整前有3,000美元的贷方余额。则
2010年的坏账损失是：
a.7,000美元。
b.10,000美元。
c.13,000美元。
d.9,850美元
e.以上都不是。

3. 一般哪种公司的营业周期最长？
a.服务公司。
b.商业公司。
c.制造公司。
d.都一样。

4. 麦克斯韦公司把销售税和销售收入记录在同一个账户中。销售税率是6%。在当期期末，
销售收入账户有265,000美元的余额。应付销售税额为：
a.12,000美元。
b.15,000美元。
c.15,900美元。
d.18,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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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森公司销售传真机。2010年中，公司销售了2,000台传真机。公司预计5%的设备需要
在保险内维修。到目前为止，已经维修了30台设备。预计每台有缺陷的传真机保险的平均成
本是200美元。记录预计应付产品保险所需的调整分录是：
a.400,000美元。
b.6,000美元。
c.14,000美元。
d.-0-。

6. 为了计算本票的利息，以下要素除了哪条必须是已知的：
a.票据的面值。
b.指定利率。
c.收款人姓名。
d.票据寿命。
e.以上都不是。

7. 济慈公司向银行发出一张价值10,000美元、期限为90天的不带息票据。如果票据的贴现
率是10%，那么济慈公司的实收款项是：
a.10,000美元。
b.9,000美元。
c.9,750美元。
d.10,250美元。
e.以上都不是。

现在章后的“自测题答案”来检查你的答案。

9.5.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鉴于未来事件的难以估计，你会建议会计师在登记销售收入之前，一直等待客户偿还清
偿债务吗？等到集合是由客户录音之前销售收入吗？在支付支出账户之前，他们会一直
等到账户被认定为坏账账户吗？

• 公司的信贷部经理建立了一种旨在完全消除所有坏账损失的策略。这一策略能够达到公
司的预期目标吗？请解释。

• 建立坏账准备账户的两个主要目的是什么？
• 由于我们事先无法精确地估计每年应收账款坏账账户的金额，那么若干年后，备抵坏账

账户确切地应该包含哪些呢？
• 在应收账款百分比法下，在调整坏账准备账户之前必须考虑些什么？
• 除了对必需的备抵坏账账户规模的估计，账龄分析表中的哪些信息对于管理者实现目标

是有用的？
• 对于一个用备抵法来计算坏账的公司来说，以下哪个将直接影响其报告的净利润：⑴备

抵账户的预测，⑵特定账户的注销，或⑶先前被注销的坏账账户的恢复？
• 当信用卡机构于允许进行大量贴现以支付零售商时，为何零售商愿意进行信用销售？
• 定义负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 什么是营业周期？哪一类型的公司可能有最短的会计周期，哪一类型公司可能有最长的

会计周期？为什么？
• 描述明显确定的、预估的和或有负债的差异。每种给出一个或多个例子。
• 在什么情况下公司会收到应收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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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计算票据的到期价值？
• 什么是拒付应收票据？在资产负债表中应怎样记录拒付应收票据？
• 应付票据贴现账户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在财务报表中如何记录它？解释为什么。
• 现实问题：参见“更加宽广的视角：(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应收融资坏账准备”。通用电气

公司在决定调整分录以建立损失备抵账户的预期余额时，应考虑什么因素？
• 现实问题：参见“更加宽广的视角：(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应收融资坏账准备”。解释通用

电气公司如何注销坏账。

9.5.6 练习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斯塔克豪斯公司2010年12月31日的账面显示，应收账款，190,000美元；坏账准备账
户，950美元（贷方余额）；销售收入，920,000美元；销货退回与折让，12,000美元。根
据以下每种假定，编制日记账分录调整可能的坏账账户：

a.预计坏账是净销售收入的1%。

b.备抵账户增加为应收账款的3%。

练习B 计算以下应收款项备抵坏账账户的余额：

练习C 2009年4月1日，凯利公司利用备抵法来计算坏账，注销了鲍勃戴尔400美元的账款。
2009年12月14日，公司从戴尔那里收到了一张数额相同，标明“全额支付帐户”的支票。编
制必要的分录。

练习D 5月份，詹姆斯顿家具卖场向使用美国运通卡的顾客销售了80,000美元的家具。美国
运通（非银行信用卡）对这些销售收入进行3%的贴现，

a.编制日记账分录以记录销售额和随后来自信用卡公司的现金收入。

b.与(a)要求一致，但假设使用的信用卡是维萨卡（银行信用卡）。

练习E Dunwoody折扣玩具有限公司在有5%销售税的州内销售商品。公司在销售帐户中记
录销售收入和销售税额，而不是在独立的账户中记录收取的销售税额。在营业周期的第一季
度末，州税机构应该在什么时候免除销售税额，公司的销售收入账户有420,000美元。确定
正确的销售收入额及应缴销售税款的金额。

练习F 假定一家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出现了以下的票据：

2009年两个小零售商分别提出起诉，声称公司误导、违约合同、预谋违反联邦法律及通过
公司向第三方购买零售商品引起的违反国家反垄断条例。对每项诉讼寻求1000万美元的损
害赔偿或三倍的损害赔偿；且其中一项诉讼寻求2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另一项诉讼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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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公司正在大力防范这些诉讼，且管理者认为公司没有不良
的财务效应。

应当记录什么样的负债？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进行分类？你认为能够计算这种债务的金额吗？
如果公司诉讼败诉或必须支付全部金额，公司应支付多少金额？

练习G 为以下每张票据确定到期日：

签发日期 寿命

2010年1月13日 30天

2010年1月31日 90天

2010年6月4日 1年

2010年12月2日 1个月

练习H 克劳福德公司给Dunston公司一张价值20,000美元、120天期限、12%利率的票据来
交换商品。克劳福德公司采用定期盘存程序。假定已经支付票据，编制日记账分录来记录票
据的发行和双方当事人到期所需的分录。

练习I基于上个练习的事实，假定克劳福德公司违约，编制克劳福德公司和Dunston公司到
期日的会计分录。

练习J John Wood正在为他的公司，Wood公司，与银行谈一笔价值16,000美元、90天期限
的贷款。银行的现行利率是10%。为伍德公司编制分录来记录在以下假设条件下的贷款：

a. Wood签发了一张价值16,000美元的票据。在计算转交给Wood的实收款项时扣除利息。

b. Wood签发了一张价值16,000美元的票据且接受这笔金额。利息将在到期日时支付。

练习K 基于上个练习的事实，假设在会计期末之前未能支付贷款，编制每种情况下到期日的
会计分录。

练习L 皮斯拖尔皮特公司为公司、顾客、通信服务提供商和政府机构提供通信服务与产品、
网络设备和计算机系统。以下账户是2010年度报告中包含的：

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在计算中，用净销售额代替净信用销售额。对结
果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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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2009年12月31日，法戈公司调整前的账户显示：

坏账准备账户（贷方余额）

应收账款 $40,000

坏账准备账户（贷方余额） 750

销售收入 250,000

法戈公司预计坏账是销售收入的1%。

2010年2月23日，Dan Hall的帐户中有300美元被认定为坏账并已被注销。2010年8月12
日，Hall偿还了200美元并表示他会尽可能的支付未还余额。到2010年12月31日，仍未收到
汇款，且未收到预期汇款。

a.编制分录以记录所有的业务和调整分录。

b.如果法戈公司预计其坏账变为未支付应收账款的8%而不是销售收入的1%，编制2009年12
月31日这天必须的分录。

问题B 在停止营业时，吉姆的宾馆有价值12,000美元的信用卡销售。在这一账户中，包含
4000美元的维萨卡（银行信用卡）销售发票，可以用直接信用额减去3%的贴现存储于银
行。8,000美元的余额是指美国运通（非银行信用卡）信用卡，包括5%的服务费。这些发票
被邮寄到美国运通。稍后，会收到一张发票。

为这些业务编制会计分录。

问题C 鲁依斯公司在销售利率为5%的州内销售商品。2010年1月2日，鲁依斯公司信用销售
了一笔销售价格为80,000美元商品。销售税被记录于特定的账户上。假设整月的销售收入是
900,000美元。2010年1月31日，公司向州税收机构缴纳收取的销售税额。

a.编制普通日记账分录以记录1月2日的销售收入。同样编制分录来显示1月31日缴纳的税收
款额。

b.现在假设1月2日销售的商品还要缴纳12%的联邦特许权税。联邦特许权税应于1月31日缴
纳到特定的机构。记录1月2日和1月31日的分录。

问题D Honest Tim自动化公司销售二手车且对所有零部件保修一年。每辆车平均价格为
10,000美元，公司在2009年销售了900台。公司预计每年汽车销售额的30%会有零部件缺陷
问题。预计每辆缺陷汽车保修的平均成本600美元。到年末，80辆本年售出且在保修期内的
汽车已返厂维修。2010年1月4日，一名顾客返回了一辆2009年购买且在保修期内的汽车要
求维修。1月8日进行维修。维修成本包括：部件400美元，人工21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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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计算预计的应付产品保证数额。

b.编制分录来记录2009年12月31日预计的应付产品保证数额。

c.编制分录来记录2010年1月8日的维修。

问题E Celoron电力船公司是一家摩托艇制造公司。2010年9月1日，其应收票据的余额是
256,000美元。拒付票据的余额是60,660美元（包括600美元的利息和60美元的拒付费）。
票据一览表（包括拒付票据）如下所示：

以下是Celoron电力船公司9月份发生的业务：

9月10日，收到N. Case公司36,660美元作为到期金额的全额结算。公司没有将票据损失记
录到备抵坏账账户中。

?A. Lamp公司的票据是否到期收回。

?C. Glass公司的票据是否未到期支付。

?C. Wall公司是否到期支付其票据。

9月30日，收到C. Glass公司一张60天期限、12%利率的新票据，用以支付拒付票据的到期
金额。这张票据的到期日和拒付票据的到期日相同。Celoron电力船公司按照诚信善意原则
接受了这张票据。

为这些业务编制标明日期的日记账分录。

问题F 2009年11月16日，优质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以12%的贴现率，向尼亚加拉郡银行贴现
其价值30,000美元，180天的不带息票据。

为以下业务编制标明日期的日记账分录：

a.11月16日的原始贴现。

b. 公司历年会计期末的调整。

c.到期付款。

9.5.8 问题变换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变换A 以下所选账户是Keystone公司，一家知名的鞋业批发公司，2009年12月31日会
计账户。在结算账户和记录备抵坏账账户之前，摩根公司5000美元的账户已被注销（这是
2009年2月12日的信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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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360,000

坏账准备账户（贷方） 6,000

销售收入 1,680,000

销售退回与备抵 30,000

a. 编制日记账分录来记录本期所有的这些业务及坏账损失。假设预计费用是净销售额的
2%。

b. 编制分录记录本期预计费用，假定调整备抵账户使其占未支付应收账款的5%。

问题变换B 在业务结算时，Frank餐厅的现金账册显示现金销售额是7,500美元，信用销售额
是10,000美元（6,000美元的维萨卡销售额和4,000美元的美国运通卡销售额）。贴现时维萨
卡（银行信用卡）发票的贴现率是5%。美国运通卡（非银行信用卡）收取5%的邮寄和服务
费用。几天后，Frank餐厅收到一张用于支付美国运通卡费用的支票。

为所有的业务编制日记账分录。

问题变换C Beacham 计算机硬件公司在销售税率为6%的州内销售商品。2010年7月1日，
其信用销售了一笔价格为20,000美元的商品。收取的销售税记录于特定账户内。假定整月的
销售额为400,000美元。2010年7月31日，公司向州税务机构缴纳应收取的销售税。

a. 编制普通日记账分录以记录7月1日的销售收入及应付销售税。并编制分录来记录7月31日
缴纳的销售税税款。

b. 现在假定售出的产品除了征收6%的销售税外，还要征收10%的联邦特许权税。公司在7月
31日向相关机构缴纳应收取的联邦特许权税。记录7月1日和7月31日的分录。

问题变换D Quick Wheels公司销售竞赛自行车且对所有零部件保修一年。平均每辆自行车
的价格是560美元，2009年公司售出了4,000台。公司预计每年自行车销售额的20%存在产
品缺陷。预计每辆缺陷产品维修的平均成本为40美元。到年末，500辆本年销售且仍在保修
期内的自行车已经返厂维修。2010年1月2日，一名顾客退还了一辆2009年购买且仍在保修
期内的自行车要求维修。1月3日进行维修。维修成本包括：零部件25美元，人工15美元。

a. 计算预计的应付产品保证数额。

b. 编制分录来记录2009年12月31日的预计应付产品保证金额。

c. 为2010年1月3日的维修编制分录。

问题变换E Vance商业财产公司的会计周期为1年，结束于7月31日。2009年7月1日，某一
总账账户余额是应收票据654,000美元；应付票据900,000美元。以下是应收票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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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是2009年5月20日发出的60天期限的银行贷款。应付票据贴现应借记在贴现账户
6,000美元。以下是公司7月的业务往来记录：

7月1日，Vance商业财产公司向Key银行贴现其价值90,000美元，期限为 60天的不带息票
据。贴现率是10%，票据到期日是今天。

7月3日，收到Sox公司的一张期限为20天，贴现率为12%，到期日为今天的票据，用于结算
其36,000美元的应收账款。

7月6日，从Link公司购买价值288,000美元的商品，并为此发出一张60天期限、12%利率、
即日计期的票据。

7月8日，向Fan公司售出价值360,000美元的商品，并收到一张30天期限、12%利率、即日
计期的票据以支付本次销售。

7月14日，收到Parker公司到期日为2009年6月15日的支付票据。

7月15日，Fixx公司签发一张价值120,000美元、30天期限、即日计期的票据，用于支付原
始票据未能支付的部分和先前票据产生的所有利息。

7月19日，2009年5月20日应付票据到期，且全额支付。

7月23日，Sox公司对其7月3日的票据进行贴现，并对贴现票据和2009年7月23日到期，期
限为30天，贴现率为12%的票据产生的利息签发了一张支票。

7月30日，2009年5月31日Dot公司的票据到期，且连同利息已被全额支付。

编制这些业务的到期日记账分录，并编制7月31日的调整分录。

问题变换F 2010年11月1日，Grand Strand财产管理公司向他的银行贴现其拥有的50,000美
元，期限为18天，贴现率为18%的不带息票据。票据在其到期日被支付。公司使用自然年的
会计周期。

编制到期日记账分录来记录(a)票据的贴现，(b)年末调整情况，和(c)票据的支付。

9.5.9 除此之外，请批判地思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案例A Sally Stillwagon拥有一家销售硬件电器的商店；她销售任何项目都通过现金
及记账的方式。2009似乎是典型的一年，她公司这一年的一些会运作数据和其它数据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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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全国的信用卡机构已经确信Stillwagon仅接受来自一家机构的信用卡进行的信用销售，
而不是运用她的应收账款账户进行销售。机构将在Stillwagon提交销售费用后的两天内支付
她，从其账户扣减6%，最后支付其94%。

a. 利用给出的数据，对Stillwagon是否能通过使用信用卡进行信用销售而获利做一个分析。

b. 她应当考虑其他的什么因素呢？

商业决策案例B 吉姆佩里在城郊经营一家大的果蔬供应站。在比较典型的一年中，他向常规
顾客销售了600,000美元的商品。他的销售当中，40%来自现金销售，60%是信用销售。他
使用的都是自己的信用记录。只有当客户的未支付余额达到300美元且两个月内没有支付
时，他才拒绝客户日后进行交易时使用信用销售。他的税前利润大概是95,000美元。这一年
的坏账总额是48,000美元。

假设你是佩里的一名常规顾客。他知道你在大学学习会计专业，并让你告诉他以下哪些选择
能帮他减少或消除每年48,000美元的坏账损失。以下是可供选择的建议：

• 不再进行信用销售。
• 仅对使用全国信用卡的客户进行信用销售。
• 只有当客户账户余额达到50美元，才允许其进行交易。
• 当成为坏账后，允许票据收款人提款当应保留一半的款项。

为佩里写一份关于以上这些选择的适用性的报告。

年报分析C 浏览互联网站：

http://www.cocacola.com

找到可口可乐公司最近的年度报告。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并针对结果
做一个书面评论。

小组案例D 每组有两三个同学，针对以下主题其中之一，写一份两页，2倍行距的报告：

销售额百分比法和应收账款百分比法，哪种方法更好？

为什么不仅仅通过现金销售来评估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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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信用卡损失如此之高时，还允许顾客运用信用卡？

银行在计算利息时，是否需要用365天代替360天？

用有说服力的方式撰写分析报告，不应有拼写和语法错误。报告封面应注明题目和作者姓
名。

小组案例E 应收账款账户的“粉饰”可以隐瞒，应收账款的支付款已经被雇员出于个人使用的
目的“出借”和使用的事实。与一到两个同学到图书馆研究这一主题。撰写一份报告给你的指
导老师来描述这一技巧是怎样运作的，并描述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时，应如何发现并在未来进
行防范的步骤。

小组案例F 每组由两到三个同学组成，参观一个在你社区拥有相对较大规模的公司以调查应
收账款的管理效力。询问它的信用和销售政策、付款政策以及在年末如何确定调整坏账账户
分录的数额。同样地，询问其如何决策将账户注销为坏账的。计算其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前两
年每年的平均收款期。针对其信用政策，其收款期是否合理？

9.5.10 利用互联网——看现实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从以下网站中挑选一个进行浏览：

http://www.federatedinvestors.com

http://www.dreyfus.com

http://www.invesco.com

访问网页上其他可使用的资源。写一份报告给你的指导老师，描述你在这一网站中学到的一
些东西。你可以假定你投资了一项或几项资金维持一个季度或半年的持续经营，并且监督这
段时期你的投资的运营情况。许多小额投资者通过投资共同资金可以拥有多样化的投资组合
策略。因此，他们通过投资共同资金转移了他们的风险，共同资金依次投资于不同的公司。

浏览Procter & Gamble的网站：

http://www.pg.com

Procter & Gamble出售超过250个品牌，在超过140个国家中拥有将近50亿的消费者。点击
涉及财务新闻、会计年报摘要、股市报价及其他有趣的信息。总结你的调查为你的报告撰写
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应该包括年报概要中的财务集锦。

9.5.11 自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1. 错。销售额百分比法用某一特定时期净信用销售额或净销售额来估计坏账账户。
2. 错。坏账损失在年末的调整分录中才能识别。
3. 对。零售商直接在特殊活期存款账户中存储信用卡发票。
4. 错。负债是过去业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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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流动负债被分为三类。
6. 对。票据过期后应当从应收票据账户中移除。借记应收账款的到期值加任何的拒付费

用。
7. 错。签发不带息票据时，应记录应付票据贴现。

多项选择

1. d.注销应付账款账户应借记备抵坏账账户并贷记相同金额的应收账款账户。净额（应付账
款账户减去备抵坏账账户）并不改变。

2. a.计算的2010年的坏账损失如下：

3. c.制造类公司往往有最长的营业周期。因为他们必须投资现金购买原料、加工这些原料变
为在产品和产成品、以分期付款的形式销售这些产品及收回应收账款。

4. b.

265,000美元-250,000美元=15,000美元。

5. c.2,000×5%=100台设备有缺陷。

100-30台已返厂=70预计会返厂。

70×200美元=14,000预计应付产品保证金。

6. c.收款人的姓名在计算本票的利息费用时不是必须的。

7. c.从银行得到的收益计算如下：

收益= 10,000美元-250美元= 9,7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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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0 固定资产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列出固定资产的特征并确定固定资产的购置成本。
• 列出影响折旧费用的四个主要因素。
• 描述计算折旧费用的各种方法。
• 区分固定资产的资本化支出和费用化支出。
• 描述控制固定资产的明细记录。
• 分析和使用财务结果—资产运营回报率。

会计师在管理固定资产中的作用

在许多企业中，固定资产（或经营性资产）往往占到了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这些资源对于企
业的经营并最终获利是必要的。在许多情况下，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可以决定企业将会获得
的利润数额。

企业聘用的会计师深入参与了几乎所有的关于企业固定资产的决策，从购置前的策划到最终
处置或出售这些资产。对于企业来说，资产的取得并不只是简单的购买，而是一项投资。例
如，您的公司或委托人应该购买一架飞机去拜访客户吗？针对这一问题，会计师会调查所有
的利益，包括财政的和无形的，并将这些利益与成本相比。通过确定购买飞机对于公司来说
是否是一个良好的投资，会计师可以协助公司制定合理的战略商业决策。

由于这些资产和利润紧密相关，良好的管理是必要的。用会计术语来说，经营性资产的良好
收益对企业的成功来说尤为重要。许多企业会计师的主要任务是管理经营性资产。这项任务
涉及有关固定资产的购买、使用和处置。一旦购置一项资产，会计师需要确定该资产的原始
价值，该资产能扩大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期间，以及其当前的市场价值。最后，会计师必须
确定何时以及如何处置这些资产，包括通过交易换入一项新资产或将资产出售给废料回收商
等。

最近，威廉士公司（The Williams Companies, Inc.）有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此
外，该公司还承诺花费大约5.3亿美元用于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管理如此庞大的资产组合
不仅需要会计知识还需要分析能力。对这些资产的成功管理在财政上来说对企业和会计师都
是有益处的。

在一个分类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包括：(1)流动资产；（2）固定资产；（3）其他类
别的资产如无形资产和长期投资等。前几章讨论了流动资产。本章以及十一章讨论并总结了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经常被称为厂房和设备（plant and equipment）。固定资产是长期
资产，因为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时间在一年以上。长期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
资产（Tangible assets）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特征。有形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如
建筑物、家具）和自然资源（如天然气、石油）。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没有我
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特征，而是代表为某种专属权利或所有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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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固定资产的性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一项资产是否应该归类为固定资产，必须符合如下几个条件：（1）是有形的，即能够看得
见、摸得着；（2）有一年以上的有效使用寿命；（3）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使用，而不是用来
再次出售。常见的固定资产有建筑物、机器、工具和办公设备。在资产负债表上，这些资产
出现在“固定资产”会计名称下。

固定资产包括能为企业产生主营业务收入的所有长期有形资产。存货是有形资产但不是固定
资产，因为存货通常寿命不长，并且是用来出售而不是使用的。一个公司的固定资产对于另
一个公司来说，可能就是存货。例如，家电零售商店可能将送货卡车归类为固定资产，因为
卡车在这里是用来运送货物的。卡车经销商会将相同的送货卡车归类为存货，因为这里的卡
车是用来出售的。此外，用来投机的土地或尚未投入使用的土地是一项长期投资而不是固定
资产，因为土地还没有被企业使用。但是，只有在高峰或紧急时期使用的备用设备是一项固
定资产，因为备用设备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使用的。

会计师将固定资产看做是可以消费很长时间的服务潜力的集合。例如，几年后，家电公司的
一辆送货卡车可能提供了10万英里的送货服务。一栋新建筑可提供40年的住房时间，一台
机器可以在40万个部件上执行特定操作。在每一种情况中，固定资产的购置成本实际上代表
了预付款或预期服务的预付款。固定资产成本是预付费用的一种形式。与短期预付款一样，
会计师必须将这些服务的成本分摊到所受益的会计期间。

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 记录固定资产的购置成本。
• 记录通过折旧将固定资产的原始成本分摊到其使用寿命的会计期间。
• 记录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 固定资产处置的会计核算。

在圖表 10.1中，注意资产的生命史是如何从采购开始的，以及记录的资产的购置成本（通常
以一美元购买的形式）。然后，资产随着时间推移提供服务，会计师记录资产的折旧以及与
资产有关的所有后续支出。最后，会计师记录资产的处置。我们在本章将讨论前三个步骤，
在第十一章中介绍固定资产的处置。本章的最后一节将介绍会计师何如使用明细账控制资
产。

请记住，在记录一项资产使用寿命历史的过程中，会计师需要将有关资产的费用与其产生的
收入相匹配。因为对固定资产期间费用的计量将影响净收益，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对于财务
报表的使用者来说非常重要。

10.2 固定资产的原值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当一家公司购入一项固定资产时，会计师会记录该资产的购置成本（历史成本）。这个成本
是客观的、可验证的，是对资产在购买时的公平市场价值的最好衡量。公允价值（Fair
market value）是指在正常业务过程中出售(不强制清算销售)一项固定资产所接受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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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过一段时间后资产的市场价值发生变化，在随后的会计期间会计师继续在资产账户中
报告其购置成本。

固定资产的购置成本（acquisition cost）是指购入一项固定资产并将其放置到使用地点，
达到可使用状态所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因此，购置成本包括取得资产并达到可使用状
态的所有正常的、合理的、必要的支出。此外，购置成本还包括对使用过的或者损坏的资产
的维修和翻新费用。由于拖运机器到新厂房必须支付的不必要的费用（如交通罚单或罚款）
不包括在资产的购置成本中。

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哪些资产的成本应该资本化（借记到资产账户）：（1）土地及土地改
良物；（2）建筑物；（3）成套资产；（4）机器和其它设备；（5）自建资产；（6）非现
金取得的资产；（7）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

土地成本包括其购买价格及其他费用，如选择成本、房地产佣金、产权调查和产权转让费用
以及产权保险费用。此外还包括现有的抵押票据或由买方承担的未缴税款（补缴税款）；

圖表 10.1 记录折旧资产的生命历史

勘察、清理、等级评价费用；对人行道、街道、下水道和水管进行的地方评估费用。有时，
作为建筑物厂址而购买的土地可能会包含一个无法使用、必须移除的建筑物。这时，会计师
需要借记整个土地的购买价格到土地账户，包括移除旧建筑物的费用减去土地达到可使用状
态时出售废弃物料获得的现金收入。

举例说明，假设斯皮维公司（Spivey Company）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郊区购买
了一个旧农场作为厂址，该公司为该财产支付了225,000美元。此外，该公司同意支付该农
场以前时期未支付的12,000美元的房产税（所谓的补缴税款）。律师费及其他购买该农场的
相关法律费用共计1,800美元。Spivey公司拆除（夷为平地）该农场上的建筑物花费了
18,000美元。该公司回收旧建筑物的一些结构部件，出售所得3,000美元。由于该公司正在
建设一栋新大楼，城市评估Spivey 公司需要对水管、下水道、街道铺路花费9,000 美元
Spivey公司计算的土地成本如下：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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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址成本 225,000美元

补缴税款 12,000

律师费及其他法律费用 1,800

拆除费用 18,000

出售废弃物料 (3,000)

市评估 9,000

总计 262,800美元

会计师将与购买农场相关的一切费用和拆除农场上旧建筑物的费用都记入土地账户。因为与
土地一起购买的旧建筑物是没有用的。真正的目标是购买土地，但建筑物是与土地连在一起
出售的。

土地被认为有无限的使用寿命，因此不用计提折旧。但是，土地改良物（land
improvements）包括车道、绿化带、停车场、围墙、照明系统、消防花洒系统都和土地
紧密相连。这些都有有限的使用寿命，因此需要计提折旧。所有者将可提折旧的土地改良物
记录在一个称为“土地改良物”的独立账户。他们在土地账户中记录了长期绿化的费用，包括
平整和分级费用。

当企业购买一栋建筑物时，其成本包括购买价格、维修和改造费用、由买方承担的代缴税
款、法律费用以及房地产佣金。

确定自行建造的一座新建筑的成本往往更困难。通常这个成本包括支付建筑师的费用、建筑
许可证费用、支付承包商的费用和挖地基的费用。此外还包括建造建筑物的人工费用和材料
费用；监督施工的人员的工资以及施工期间保险、税费和利息。施工期间的任何杂项收入都
能减少建设成本。例如，在施工期间业主可以出租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完成的建筑，并将租金
收入贷记建筑物账户，而不是收入账户。

有时，一个公司一次性购买土地和其他资产。当一起购买的土地和建筑物都能使用时，该公
司将总成本划分，分别建立土地分类账户和建筑物分类账户。成本的这种划分在适当的账户
确定了正确的余额。这一点在以后尤其重要，因为建筑物的折旧记录会影响报告的收入，然
而土地是不计提折旧的。

回到我们斯皮维公司的例子，假设该公司将要改造使用农场上的一栋建筑物。那么，Spivey
公司将要确定农场的购买价格、补缴税款和法律费用（225,000美元+12,000美元+ 1,800美
元= 238,800万美元）中哪些部分应记入建筑物账户，哪些部分应记入土地账户。（不会发
生拆卸净成本，在以后会发生城市评估费用。）Spivey 公司将根据其评估价值将238,800 美
元分配到土地和建筑物账户中。例如，假定土地估价为162,000美元，建筑物估价为
108,000美元。Spivey公司将确定每一项资产应分配的成本，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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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价格是现金价格、补缴税款、法律费用的总和。

记录土地和建筑物购买价格的日记账分录如下：

当城市最终评估水管、下水道、街道铺路的费用后，与前面的例子一样，该公司仍然将这些
费用借记在土地账户。

企业经常购买机器或其他设备如配送、办公设备等。其成本包括卖方的发票净额（无论是否
有折扣）、发生的运输费用、运输中的保险费用、安装成本、配件成本、测试和磨合成本，
此外还包括将机器或设备放置到其使用地点并达到使用状态所需要的费用。机器的成本不包
括清除和处置在企业经营中使用过的需要更换的旧机器的费用。这些费用是处置旧机器的收
益或亏损中的一部分，具体内容见第十一章。

举例说明，假设克拉克公司（Clark Company）购买一台新设备以更换使用了五年的旧设
备。该公司支付了150,000美元的净购买价格、5000美元的经纪费用、2,000美元的法律费
用、3,000美元的运输费及途中保险费。此外，该公司还支付1,500美元清除旧设备和2,000
美元安装新设备。克拉克公司计算出新设备的成本如下：

如果一家公司自行建造一项自己使用的固定资产，其成本包括建设该资产的所有的材料和直
接劳动费用。此外，还包括与该资产相关的利息和水电费（如热、灯、电）以及施工期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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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日用品的费用。要确定这些需要资本化的间接成本的数额，该公司将施工期间的水电费和
日用品费用与未施工时进行比较，然后记录增加的部分作为资产成本的一部分。例如，假设
一家公司6月份的水电费通常是600美元，今年6月，该公司由于建造了一台机器，该月水电
费是975美元。因此，将增加的375美元记录为机器成本的一部分。

为了进一步说明，假设坦纳公司（Tanner Company）需要一台新压铸机，收到的史密斯公
司（SmithCompany）的报价为23,000美元，外加1000美元的运费。坦纳公司决定建造一
台新机器，而不再打算购买。建造一台机器，该公司发生的费用如下：材料4,000美元；劳
工13,000美元；间接的热、电服务和日用品费用是3,000美元。坦纳公司将记录机器成本为
20,000美元（4,000美元+ 13,000美元的机器+ 3,000美元）而不是机器的购买价格24,000
美元。这20,000 美元是放弃建造机器的资源成本。此外，如果记录机器成本为24,000美
元，坦纳公司需要承认建造机器的收益。会计师不会同意这一观点，即企业通过与自己打交
道赚取收入（或产生收益）和净利润。

你可以将我们刚才讨论的一般准则应用到其他资产，如家具及固定装置，会计方法是相同
的。

当用现金购买一项固定资产时，其购置成本仅仅是商定的现金价格。然而，当企业以其他非
现金资产（股份、客户的票据或地皮）交换或捐赠形式获得固定资产时，更难以确定现金价
格。本节讨论了三种可能的资产估值标准。

非现金交易的一般规则是以接收的资产的平均市场价值或放弃的资产的平均市场价值两者中
较显著的一方来估价非现金资产。不使用旧资产的账面价值估价新资产的原因是被放弃的资
产往往是按历史成本或账面价值进行会计记录的，这两种数额都不能充分代表任何一项资产
的实际公平市场价值。因此，如果一项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公司应当记录这
一数额作为交换时新资产的成本。

估定价值（Appraised value）有时，交换的资产都没有确定的公平市场价值，那么会计师
记录由专业估价师确定的交换项目的评估价值。估定价值（Appraised value）是如果某项
资产被出售，专家对该资产的公平市场价格的估计。评估经常用来估价艺术品、珍贵书籍和
古董。

账面价值（Book value）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Book value）是其记录成本减去累计折
旧。一项旧资产的账面价值通常不是一项新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的有效指标。但是，如果没
有更好估值标准，公司可以使用旧资产的账面价值。

有时候，一个公司不失去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一项资产。例如，为了吸引某一行业到当地并为
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一个城市可能会给一个公司大片土地来建立工厂。虽然这样的捐赠
对于接受公司来说不需要任何花费，但通常需要记录资产（土地）的公平市场价值。会计师
以公平市场价值记录捐赠的土地，以提供该公司所拥有的所有资产的信息。省略一些资产可
能会使提供的信息产生误导。会计师将贷记收到的资产到股东权益账户（称为实收资本—捐
赠）。

会计视角：技术的使用
会计师事务所除了靠广告如何才能在网上销售其服务？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Ernst &Young）已经开发了一个非审计咨询客户网站，在该网站上他们每

年向非审计客户收取固定费用，提供该公司的顾问咨询。该网站是安全的，因

为它 只接受那些已付费客户的访问。用户可以在网上提问任何商业问题，并会

在两个工作日内得到专家的回复。另一家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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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waterhouseCoopers）有税务专业人士在网上进行在线服务，提供咨

询意见。其他大型会计公司无疑已经开发或正在开发提供类似服 务的安全性网

站。

10.3 固定资产折旧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除了土地，所有固定资产都要计提折旧。由于折旧额可能相对较大，折旧费用往往是影响净
利润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财务报表使用者都很关注企业折旧费用的金额以及
所采用的计算方法。

折旧（Depreciation）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将其成本分摊到每个受益的会计期间
的数额。折旧是一个分摊过程，而不是估值过程。最后，除了土地之外的所有资产磨损老化
或产能不足或过时，以至于被出售或丢弃，因此，企业必须记录除土地外每项固定资产的的
折旧。即使当一项固定资产的市场价值暂时上升超过其原始成本时仍需要记录折旧，因为对
于目前的所有者来说，该资产最终不再有用。

圖表 10.2 影响折旧的因素

计提折旧的主要原因：（1）物理损耗，（2）不能满足未来需求，（3）过时淘汰。资产的
使用——磨损——自然条件下，导致物理损耗（Physical deterioration）。例如，一辆汽
车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需要更换，因为汽车车体生锈了。一项固定资产产能不足
（Inadequacy）是指它无法生产足够的产品或提供足够的服务，以满足目前的需求。例
如，一家航空公司不能使用只有90个座位的飞机为125名乘客提供空中服务。一项资产的过
时淘汰（Obsolescence）是指由于发明和技术进步导致该资产的效用下降。例如，复制印
刷品的静电复印技术的发展致使几乎之前所有的复印方法过时。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固定资产的使用将其成本转化为经营费用。那么，由可提折旧的固定资
产的使用产生的折旧费用也是一种经营费用。由于折旧费用不需要现金支付，因此，通常将
其称为非现金费用。

计算折旧费用，会计师需要考虑以下四个主要因素：

• 资产成本
• 资产预计残值。残值（Salvage value）是指当一项固定资产报废后出售或处置时，公

司预计收回的金额减去处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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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使用寿命（Useful life）是指企业打算使用其拥有一项固定资产
的时间长度；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与经济寿命和物理寿命并不一样。一辆汽车的经济寿
命可能是7年，它的物理寿命可能是10年，但是如果一家公司拥有汽车贸易政策每3年
一次，那么对于折旧的目的来说，其使用寿命是3年。不同的公司使用年、月、工作时
间或生产单位表示使用寿命。过时老化也会影响使用寿命。例如，一台机器的生产能力
为20年，但预计6年后过时，因此，该机器的使用寿命是6年，而不是20年。另外一个
例子，你可能在电视上看到爆破人员用炸药拆除一栋巨大建筑（例如杜尼斯赌场酒店，
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美国（The Dunes Hotel and Casino in Las Vegas, Nevada,
USA）），并想知道为什么所有者决定销毁一栋如此完美的建筑。该建筑物被销毁，是
因为已达到其经济寿命。该建筑物所在的土地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例如兴建一栋新建
筑。

• 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时，使用折旧方法。我们将在下一节描述四种常见的折旧方法。

圖表 10.3 使用的折旧方法

在圖表 10.2中，注意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假设王牌公司（Ace Company）花费100,000
美元购买了一栋办公大楼。该大楼的预计残值为15,000美元，使用寿命为20年。此外，大楼
的折旧成本为85000美元（成本减去预计残值）。在这种情况下王牌公司使用适当的折旧方
法将折旧分摊到大楼的使用寿命中。

如今，企业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方法计算资产折旧（脚注31）。本节讨论并说明了最常用的
方法：直线法、工作量法、加速折旧法（双倍余额递减法）。

由于有多种方法，通常一个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可以自由地采取最适当的折旧方法。根据会
计理论，企业应该使用最能反映其基本经济情况的折旧方法。因此，企业应该根据使用资产
得到的效益，采用适当的折旧方法将固定资产成本分摊到受益的会计期间。圖表 10.3为600
家公司使用这些方法的频率。其中大多数公司在其财务报告中使用直线折旧法。需要注意的
是，有些公司对某些资产使用一种折旧方法，对其他资产使用另一种方法。在实际中，计量
使用一项固定资产获得的收益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往往是不可能的。因此，折旧方法必须符
合一个标准：折旧方法必须以系统、合理的方式将固定资产成本分摊到整个会计期间。以下
四种方法满足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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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无论选择哪种或多种折旧方法，企业必须在其财务报表中以脚注形式披露其使

用的折旧方法。第一个脚注应该概述重要的会计政策。

做 一般简单的披露有：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经营的百货公司、油漆和五金商店、
汽车用品商店和眼镜店。其年度报告中只是简单的写到“主要采用直线法计提折
旧”。 对于不同的资产企业可以使用不同的折旧方法。通用电气公司是一个高度
多元化的跨国公司，负责开发、制造和销售航空航天产品、大家电、工业产品
以及高性能工 程塑料。该公司对其大部分的财产、厂房和设备使用加速折旧
法，但也对一部分资产采用直线法，对于矿产资产则采用工作量法计提折旧。

在以下的四个折旧方法说明中，我们假设：2010年1月1日，一家公司花费54,000美元购买
了一台机器，该机器的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或5万单位的产量，预计残值为4,000美元。

直线法（Straight-line method）：直线折旧法（Straight-line depreciation）是多年来
在美国一直是最广泛使用的折旧方法，正如你在第3章所看到的，该方法很容易使用。应用
直线法，企业需要将固定资产成本均匀分摊到每个会计期间。使用直线法计算折旧的公式
为：

每期折旧额=(资产的成本 - 预计残值)/预计使用年限的会计期间数

使用我们上面的例子，购买一台机器花费54,000美元，折旧额是：

圖表 10.4，我们给出了价值54,000美元的机器的每年的折旧额、累计折旧账户中渐增的余
额以及该机器的账面（或现存）价值的条目列表。

在以下情况中使用直线法是合适的（1）时间（而不是过时淘汰）是限制资产使用寿命的主
要因素，（2）资产每期提供相对稳定数额的服务。符合这些特征的资产有管道、围栏和储
存箱等。

工作量（产量）法（Units-of-production (output) method）：工作量法（units-of-
productiondepreciation）计提折旧是将折旧额均匀分摊到资产提供的单位产量或服务。
由于这种折旧方法是基于实物产量，因此当使用强度（而不是过时淘汰）是消耗资产的主要
原因时主要应用工作量法。在这种方法下，你需要计算单位产量的折旧额，然后，将这一数
字乘以会计期间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得出每个期间的折旧费用。公式如下：

单位产品折旧额=(资产的成本 - 预计残值) /资产使用年限期间的预计总工作量

每期折旧额=单位产品折旧额×当期提供的产品（服务）的单位数

采用工作量法确定价值54,000美元的机器的折旧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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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4 直线法计提折旧列表

如果该机器2010年生产1000单位产品，2011年生产2500单位产品，那么这两年的折旧费用
分别是1,000美元和2,500美元。

加速折旧法（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methods）是指在一项资产使用寿命的最初几年
多提折旧，在最后的几年少提折旧。一个企业可能会选择加速折旧法的原因如下：

• 从资产中获得的效益价值随着资产的使用逐渐下降（例如，办公楼）。
• 资产是一项高科技资产，很容易被迅速淘汰（例如，计算机）。
• 在资产使用寿命的最后几年维修频率大幅增加；根据这种方法，折旧和维修合在一起在

资产的使用年限内仍然相对稳定（例如，汽车）。

最常见的加速折旧法是双倍余额递减法（DDB）。

圖表 10.5 双倍余额递减法（DDB）计提折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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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倍余额递减法（Double-declining-balance method）应用双倍余额递减法（Double-
decliningbalancemethod）（DDB）计算每期折旧费用，需要首先计算直线折旧率。要
做到这一点，用100%除以固定资产的使用年数，然后，再将这个比率乘以2。接下来，将双
倍直线折旧率应用到下降的资产账面价值，在计算过程中忽略残值，当账面价值等于残值
时，不再提折旧。双倍余额递减法的公式为：

每期折旧额=2 ×直线折旧率×（资产成本-累计折旧）

圖表 10.6 折旧方法总结

注意圖表 10.5 中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价值54,000 美元的机器折旧的计算过程。直线折
旧率是10%（100% /10年），加倍后，双倍余额递减法的双倍直线折旧率为20%。（如以分
数表示，直线折旧率是1 /10，双倍直线折旧率是2 / 10。）因为在第一年年初没有记录的累
积折旧费用，以资产成本为计算基础。在随后的每一年年初，以账面价值作为计算基础。

在第10年，如果资产将要报废，其残值仍是4,000美元，可以将折旧费用增加到3,247美元。
最后一年较高的折旧额（3,247美元）可以将7247美元的账面价值减少到4,000美元的残
值。如果资产仍在继续使用中，应该一直计提折旧，直到该资产的账面价值等于其预计残
值。

对于这三种折旧方法的总结，见错误：引用源未找到。

圖表 10.7中，我们比较了刚才讨论的两种折旧方法：直线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使用的是相
同的例子：2010年1月1日花费54000美元购买的一台机器，该机器的预计使用寿命是10
年，预计残值是4,000美元。

会计视角：使用技术
企业容易受到企业所得税的限制。此外，许多会计师事务所聘请税务专业人

士，以解决客户的税务问题。如果您对税款有兴趣，可以访问以下网址，了解

更多税收信息：

http://webcast.ey.com/thoughtcenter/default.aspx

这个网站由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创办，其中有许多有趣的特

色。 例如，你可以看到税收、会计和法律问题领域的新亮点。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设资产是在一个会计期间开始时投入使用的，忽略了的事实是资产
往往是在会计期间投入使用的。当在某个会计期间购置一项资产时，折旧的第一次记录往往
针对的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通常，企业计算这不到一年时间的折旧是按资产投入使用时最接
近的整月计算的。例如，企业将在某月15号或之前购买的资产都看作是在该月1号购买的。
将某月15号以后购买的资产看作是下月1号购买的。

为了比较不到一年的折旧的计算，我们假设：2010年9月1日花费7,600美元购买了一台机
器，预计残值是400美元，预计使用年限是5年，预计总产量是25,000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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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7 直线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的比较

直线法（Straight-line method）用直线法计算不到一年的折旧额相对容易。首先，先按
照前面解释的正常计算方法计算12个月的费用。然后，将每年的折旧数额乘以该资产投入使
用时不到一年的分数形式。例如，对于2010年9月1日花费7600美元购买的机器（预计残值
400美元；预计使用年限5年），用直线法计算每年的折旧额是[（7,600美元 - 400美元）/ 5
年] = 1,440美元。在该会计年结束时，即12月31日，该机器只运行4个月或三分之一年，那
么2010年的折旧额是（1,440美元× 1 / 3）= 480美元。

工作量法（Units-of-production method）对于不到一年的折旧，工作量法不需要特殊的
计算。计算不到一年的折旧额，用单位产品的折旧费用乘以该时间内生产产品的单位数。不
到一年的折旧费用会比完整一年的折旧费用少，因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产的商品或服
务较少。

双倍余额递减法（Double-declining-balance method）根据双倍余额递减法，确定不到
一年以及随后数年的折旧费用是相对容易的。对于不到一年的时间的折旧，用固定比率乘以
资产成本再乘以不到一年时间的分数形式。例如，用DDB方法计算价值7600美元资产2010
年的折旧费是（7 600美元× 0.4 × 1 / 3）= 1,013美元。对于随后几年，使用正常的计算方
法计算折旧费，即用每个期间开始时的账面价值乘以固定比率。2011年的折旧额将是
[（7,600美元 – 1,013美元）× 0.4] = 2,635美元。

会计视角：使用技术
大多数企业在其年度报告中将固定资产作为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个账户；但该账

户由许多会计科目组成。计算机和会计软件已经简化了一个企业可提折旧的资

产的会计 记录。当购买可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时，员工在计算机中输入该资产的

成本、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此外，还输入企业所使用的计提折旧方法。

处理完这些信息 后，计算机会计算出企业的折旧费用和每类资产以及每项具体

资产（如一台机器）的累计折旧费用。

当一项计提折旧的资产的价值降到该资产的预计残值时，则不再计提折旧，即使还在继续使
用该资产。有时，在资产的账面价值降至其预计残值之前，企业会发现该资产的预计使用年
限和预计残值是不正确的，这时，企业会计算、修改剩余使用年限的折旧费用。这些修改后
的费用并不去纠正过去已经计提的折旧费用；只是通过改变当前和今后期间的折旧费用来弥
补过去不正确的费用。为了计算每个会计期间的新的折旧费用，将账面价值减去新的预计残
值后除以剩余的使用年限。

例如，假设一台机器的成本是30,000美元，预计残值是3,000美元，最初的预计使用年限是8
年。在第四年末，其累计折旧账户余额（假设使用直线折旧法）是（30,000美元- 3,000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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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 / 8 = 13500美元。在第五年年初，该公司一名经理估计该资产还能连续使用6年，
新的预计残值是2700美元。现在要确定修改后的每期折旧额：

原始成本 30,000美元

减：第四年末的累计折旧费用 13,500

第五年初的账面价值 16,500

减：修改后的残值 　 2700

剩余的可计提成本 13,800美元

修改后的每期折旧费用： 13,000美元/ 6 = 2,300美元

如果使用的折旧方法是工作量法，应以修改的单位产品数量代替使用年限。因此，要确定折
旧费用，用账面价值减去修改后的预计残值，再除以预计剩余的单位产品数量，计算出每单
位产品的折旧费用，再乘以每期产品数量，以确定折旧费用。

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该资产第五年初的账面价值是9,492.19美元（30,000美元的成本减去
20,507.81美元的累计折旧）。第5年折旧费用是直线折旧率的两倍再乘以账面价值。直线折
旧率是100%/ 6 = 16.67%，因此，双倍直线折旧率是33.33%或1/3。1/3×9,492.19美元=
3,164.06美元。

会计原则委员会第12号意见要求企业其在损益表或财务报表的附注中分别披露他们所使用的
折旧方法和每期的折旧费用。固定资产的主要类别及其相关累计折旧金额记录圖表 10.8。

在资产负债表中，用成本减去累计折旧，而不只是报告该资产的账面价值（剩余的未折旧成
本），可以让报表使用者更好的了解一个企业使用完的固定资产所占的百分比。例如，报告
建筑物的成本75,000美元减去累计折旧45,000美元，得到30,000美元的净额，与只是报告
30,000美元的建筑物是完全不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中，报表使用者可以看出资产的60%已经
使用完，第二种情况，报表使用者无法知道使用的资产是新的还是旧的。

圖表 10.8 部分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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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在财务报表中，企业通常为固定资产提供一个账户，即累计折旧净额。然而注

释（脚注）实际上提供了关于每种类型的资产的补充信息。The Limited公司

是时装界的领航者。例如，该公司2001年2月3日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的固定资

产净额是1,394,619美元。在其财务报表的一个注 释（略有修改以说明问题）

中，管理部门解释了这一数额，如下所示：

（千美元计）

一种错误印象（A misconception）一 些对财务报表理解错误的报表使用者认为累计折旧
代表了用新资产更换旧资产可以使用现金。然而，累计折旧账户余额并不代表现金；累计折
旧只是说明了一项资产 的成本中已经转化为费用的数额。企业使用固定资产、其对应的账
户、累计折旧，因此，关于原始购置成本和累计折旧的数据可以满足报告的要求。

资产负债表中的成本或市场价值（Costs or market values in the balance sheet）在 资
产负债表中，企业报告固定资产的原始成本减去累计折旧。报告一项资产未计提折旧部分的
成本而不是其账面价值的理由之一是持续经营的理念。回忆第五章内 容，持续经营理念假设
企业将无限期地经营下去，这意味着企业将一直使用其固定资产，而不是出售它们。一般来
说，分析师并不认为市场价值与主要财务报表中的 固定资产是相关的，尽管在补充报告中可
能会对其报告。

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沃尔弗林环球公司
（Wolverine World Wide, Inc.）

综合财务报表注释

1（部分）：重要会计政策摘要

固定资产以成本基础记录，包括新设施、主要备份产品、改进物及软件的支

出。正常的维修和维护作费用化处理。

厂房、设备和软件的折旧使用直线折旧法计算。建筑物和改良为的折旧年限从5

年到40年不等，机器和设备一般是3到10年不等，软件一般是3到10年不等。

根据需要，本公司采用了AICPAStatement of Position(SoP) 98-1，计算机

软件开发和内部使用成本会计，1999。对于内部使用而开发或购买软件的成本

应该作费用化还是资本化处理，SOP提供了指导方针。该公司 对于这类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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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遵守SOP 98-1，因此，采用SOP 98-1对其1999年

综合财务状况或经营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10.4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资本化支出与费用化支出）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固定资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企业经常会花费额外的资金，他们把这些支出记入：(1)资产账
户；(2)累计折旧账户； 或(3)费用账户。

记入资产账户或累计折旧账户的支出叫做资本化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s）。资本化
支出会增加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另一方面，费用化支出（Revenue expenditures）与资
本化支出不同，因为它们有助于产生当期的收益而不是未来会计期间的收益。因此，企业直
接将这些费用化支出作费用化处理，并且作为费用在损益表中对其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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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固定资产的改进或改良是资本化支出，因为它们增加了资产使用过程中的服务质量。
由于改进或改良还增加了资产的提供服务能力，所以企业将其记入资产账户。例如，在一个
先前没有空调的汽车里安装空调就是一个改进。对于这样的费用支出记入资产帐户，汽车。

改进物或改良物（Betterments or improvements）对现有固定资产的改进与改良是资本
化支出，因为它们增强了从资产中获得的服务质量。由于改进物或改良物增加了资产提供服
务的能力，因此，企业将其记入资产账户。例如，为一辆之前没有空调的汽车安装空调就是
一次改进。对于这样的支出，应该借记资产账户，汽车。

有时，使用固定资产发生的一些后续支出扩大了服务的数量，超出了原始估计，但是并没有
提高服务质量。由于这样的支出能为现在及将来多个会计期间带来经济利益，因此会计师将
其资本化而不是费用化。但是，因为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增加或改善服务质量，会计师将
这样的支出记入累计折旧账户，从而减少该账户的贷方余额。这种支出抵消了一部分现有的
累计折旧，因此企业经常将其称为非常维修（extraordinaryrepairs）。

举例说明，假设一家公司在使用一台印刷机四年后，花费5000美元对其进行整修。这次整
修将机器的使用寿命从原来预计的10年增加到了14年。则记录这次非常维修的日记账分录
如下：

最初，该印刷机价值40,000美元，预计使用寿命是10年，没有预计残值。第4年年末，累计
折旧账户的余额（直线折旧法）是[(40,000美元/10)X 4]= 16,000 美元。将5,000美元的整修
该印刷机的费用记入累计折旧账户后，资产账户余额和相关累计折旧账户的余额见最后一
栏：

实际上，该支出增加了资产的账面金额（账面价值），通过减少其对应的累计折旧账户。根
据直线折旧法，我们将该机器新的账面价值29,000美元均匀分摊到剩余的10年使用寿命中，
也就是每年2900美元（假定预计残值仍然是零）。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通常不会将延长了资产使用寿命的重大维修的支出记入累计折旧。将这
样的支出在发生年作费用化处理可以避免净利润失真。然后企业计算修改后的折旧费用，将
重大维修的费用分摊到会计期间内。这种处理方法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举例说明，继续使用前面的例子，但假设花费的5,000美元的支出并没有延长该机器的使用
寿命。考虑到这笔支出费用的大小，该企业仍将其计入累计折旧。现在，将剩余的29,000美
元的账面价值分摊到该机器剩余的6年的使用寿命中。根据直线折旧法，每年的折旧额应该
是（29,000美元/ 6）= 4,83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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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9 购置固定资产后的支出

会计师将这些经常发生和/或金额较小的支出（既不能增加资产的服务质量也不能扩大资产
的服务数量，超出其原始估计的支出），作费用化处理。因此，企业直接将定期保养（润滑
机器）和一般维修（更换汽车上坏掉的风扇皮带）费用化，确认为费用化支出。例如，一家
公司花费190美元修理一台使用过一段时间的机器，将其记入保养费用或维修费用。

低成本项目（Low-cost items）大多数企业会购买能提供几年服务的低成本项目，如镇
纸、铁锤、扳手、钻头。由于花费金额相对较小，对这类资产使用一般的折旧方法是不切实
际的，而且维护具体项目的记录往往是昂贵的。另外，低成本项目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并不显
著。因此，更有效的方式是当购买这些项目时将其记录为费用。例如，很多公司将小于其自
行规定的最小金额（比方说，100美元）的所有支出都记为费用，无论其对资产的使用寿命
是否有影响。将这些低成本项目作为费用处理的会计核算是对会计惯例的实质性修改（第五
章讨论的）的一个例子。在圖表 10.9中，我们总结了资产购置后的支出。

在实际中，很难决定应该将一项支出记入资产账户还是累计折旧账户。例如，有些支出似乎
对服务质量和数量都有影响。即使将支出记入错误的账户，该固定资产在这一时刻的账面价
值的数额与将其记入正确的账户是一样的。但是，资产账户和累计折旧账户将会出现错误。

作为错误记录资产和累计折旧账户后的影响的例子，假设沃森公司（Watson Company）最
初花费15,000美元购入一项资产，计提折旧后，在2010年年初该资产的账面价值是6,000美
元。当时，沃森公司估计该设备剩余使用寿命是2年。该公司在2010年1月花了4,000美元为
该设备安装了一个新发动机。该发动机将该设备的剩余使用寿命延长了4年。因为该支出延
长了资产的使用寿命，沃森公司应该将其记入累计折旧账户，作资本化处理。如果记录正
确，但是支出被不正确地记入资产账户，我们计算相关的折旧费用，见圖表 10.10。

圖表 10.10 延长固定资产使用寿命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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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项应该费用化的支出被作资本化处理，其影响更为显着。现在假设花费6,000美元修
理一项原始成本是40,000 美元，使用寿命是4年的固定资产，该资产没有预计残值。使用直
线法计提折旧一年，该资产2010年年初的账面价值是30,000美元（成本40,000美元—第一
年的折旧费用10,000美元）。该公司将应该记入2010年的维修费用的6,000美元做资本化处
理。在之后三年的每一年，折旧费用应该仍然是10,000美元，但是，由于错误的会计处理，
旧就会增加。

无论将维修记入资产账户还是累计折旧账户，该公司都应该将之后三年的每一年的折旧费用
改为12,000美元[(账面价值30,000美元+维修费用6,000美元)/剩余使用年限3年。这些错误将
导致2010年的净利润多计4,000美元：（1）维修费用被少计6,000美元，导致利润被多计
6,000美元。（2）折旧费用被多计2,000美元，导致利润被少计2,000美元。到2011年，多
计的2,000美元的折旧费用会导致2011年的利润被少计2,000美元。

注意，6,000美元的错误记录影响的不仅仅是费用账户和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上的固定资产
账户和留存收益账户也会受到这个错误的影响。圖表 10.11为将6,000美元错误的资本化
后，对固定资产账户的影响。

10.5 固定资产的辅助记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大多数企业会保持正式的记录（从手写的文件到计算机磁带），以确保对固定资产的控制。
这些记录包括每一大类可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总分类账中的资产账户和相关的累计折旧账
户，如建筑物、工厂机器、办公设备、运送设备和存储设备。由于总分类账户中没有每类可
提折旧的固定资产中具体项目的详细资料，许多企业使用固定资产明细账户。在第四章中，
以会计视角（An accounting perspective）对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资产明细账户进行了
简要描述。企业也可以使用固定资产明细账户。例如，假设一个公司有一个办公家具的总分
类账户，则其明细账户可能含有4个独立的账户：桌子、椅子、文件柜和书架。或者，每一
件家具也可以有一个单独的明细账户。在会计期间结束时，所有的明细账户总余额必须等于
办公家具的总分类账户余额，以“控制”办公家具的会计核算。每类可提折旧的资产的总分类
账户，如建筑物，运送设备等，可以有明细分类账户对其进行补充说明，如每项资产的简单
描述、成本和购买日期等相关信息。这些明细账户和详细记录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企
业更好的控制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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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11 将费用化支出看作资本化支出的影响

当要记录每一大类固定资产时，一家公司可能有工厂机器、办公设备以及其他可提折旧的固
定资产的明细账。那么可能还有每一大类中具体类型的资产的补充明细分类账。例如，办公
设备的明细账户可能包括微机、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等等。对于补充的明细账中的科
目，企业还会有具体的记录。例如，在微机的明细分类账户中会有每台微机的具体记录。每
个具体的记录应该包括对资产的简单描述、鉴定或序列号、该资产的位置、购置日期、成
本、预计残值、预计使用年限、每年的折旧、累计折旧、保险、维修、处理日期以及最终处
理资产的收益或亏损。圖表 10.12为2010年12月31日一台微机的具体记录。

为了加强对固定资产的控制，企业需要对每项固定资产附加标识或序列号。企业必须定期进
行实地盘存，以确定会计记录中的所有项目是否存在，以及它们是否被放置在应该放置的位
置，以及是否仍然在使用中。一个不使用详细记录和序列号或不做实地盘存的企业会发现很
难确定某些资产是否丢弃或被盗。

用来控制每一大类固定资产的总分类账户余额应该等于控制每一具体类固定资产的明细分类
账户的余额之和。同时，某一具体类资产的明细分类账户（例如微机）的详细记录之和应该
等于该账户的余额。每次购置、交换、处置一项固定资产时，企业会在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
账户该会计条目，也会更新受影响项目的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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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12 某一项固定资产的详细记录

圖表 10.13 合并资产负债表

10.6 分析与使用的财务成果—资产运营回报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分析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两年的比率，可以显示重要趋势。管理人员使用这些比率
来衡量通过建立目标和评估结果的绩效。圖表 10.13为一个例子。分析人员使用这些数字来
计算比率，并向管理人员和投资者解释这一信息的重要性。

为了确定Dement & Peery公司2009年和2010年资产运营回报率，使用下面的公式：

资产运营回报率=经营性资产净利润/经营性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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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33,000美元/5,329,000美元=8.13%

2010年：560,000美元/5441000美元=10.29%

经营性资产净利润未扣除利息及税款前也被称为营业净收益。在计算Dement & Peery公司
的比率时，我们假设所有资产都是用于创造经营收入的经营性资产。

该比率衡量的是企业执行其主要业务功能的盈利能力。Dement & Peery公司的这些数字表
明在2010年公司盈利能力略有增加。经营性资产净利润的增长超过相对应的经营性资产总
额的增长。或许这样的业绩证明了经营性资产的增加。

这一章向您详细介绍了购置的固定资产和折旧的会计处理。下一章将讨论如何记录固定资产
的处置和自然资源和无形的资产的会计处理。

10.6.1 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一项资产是否属于固定资产，必须符合：（1）是有形的；（2）有一年以上的使用寿
命；（3）供企业经营使用，而不是用来出售。

• 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会计师必须：

(a)记录资产的收购成本。

(b)通过折旧，记录将资产的原始成本摊销到其使用寿命的期间中。

(c)记录资产的后续支出。

(d)资产处置的会计核算。

• 在计算折旧时，会计师需要考虑四个主要因素：（1）该资产的成本；（2）该资产预
计残值；（3）该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及（4）计提折旧时使用的折旧方法。

• 直线法（Straight-line method）：将等量的折旧数额均匀分配到每个会计期间。直
线法计提折旧计算公式为：

每期折旧额=(固定资产的成本 - 预计残值)/会计期间数∈ 预计使用年限

• 工作量法（Units-of-production method）：将等量的折旧数额均匀分配到资产所生
产的单位产量或服务。工作量法计提折旧计算公式为：

• 单位产品折旧额=(固定资产的成本 - 预计残值)/资产使用年限期间的预计总工作量（服
务）

• 每期折旧额=单位产品折旧额×当期提供的产品（服务）的单位数
• 双倍余额递减法（Double-declining-balance method）：DDB是一种加速折旧的方

法。在编制年度计算时忽略残值。DDB计提折旧计算公式为：
• 每期折旧=（2×直线折旧率）×（固定资产的成本-累计折旧）
• 将资本化支出记入资产账户或者累计折旧账户，可以增加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可以增

强服务质量或者扩大服务数量，超过了原始估计的支出是资本化支出。
• 费用化支出是将其直接作费用化处理，并在损益表中报告为费用。将经常发生或金额较

小的支出，（既不能增加资产的服务质量也不能扩大资产的服务数量，超出了其原始估
计的支出）作费用化处理。

• 固定资产明细账户包含了在总分类账户中没有的可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每一大类别中每
一具体科目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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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固定资产控制的增强是通过固定资产的明细分类账户和其他详细的记录做到的。详细
记录的信息可能包括对资产的描述、鉴定或序列号、该资产的位置、收购日期、成本、
预计残值、预计使用年限、每年的折旧、累计折旧、保险、维修、处理日期以及最终处
理资产的收益或亏损。应该采取定期盘存以确定会计记录中的科目是否存在或者仍在正
确的位置上使用。

• 计算经营性资产收益率，用经营性资产净利润除以经营性资产总额。 这个比率可以帮
助管理人员确定如何有效地使用资产创造利润。

10.6.2 问题说明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示范案例A克利夫兰公司（Cleveland Company）购买了2平方英里的农场：现金支付，
486,000美元；承担抵押票据，240,000美元；承担抵押票据的应计利息，6,000美元。该公
司支付了55,200美元的经纪和法律服务费用，以获得the property and secure clear title。
克利夫兰公司计划将该农场划分为住宅用地，并在这些土地上兴建家园。支付了21,600美元
的清理和平整费用。出售土地上的农作物获得14,400美元。出售该土地上的一所房子获得
5,040美元。拆除其他建筑物花费了9,600美元，出售废弃物料收入10,080美元。

大约6英亩土地被立契约让与乡镇的道路，另外10英亩被立契约让与当地校区作为未来学校
的校址。划分完成后，这片土地每英亩大约价值7680美元。该公司从剩余的土地中获得了
1200块畅销地。

编制一个列表，显示该1200块畅销地的成本的详细组成部分。

示范案例B克利夫兰公司（Calvin Company）在2010年1月1日花费45,000美元购置了一台
机器，并投入使用。这台机器估计有10年的使用寿命和5000美元的残值。另据估计，该机
器将在其使用年限内将生产一百万单位的产品。该机器2011年生产90,000单位产品，2010
年生产125,000单位产品。

根据下列所示计算并记录2010年和2011年的折旧金额：

a.直线法

b.工作量法

c.双倍余额递减法

d.假设2010年第一季度生产了30,000单位产品。使用三种折旧方法计算本季度的折旧额。

10.6.2.1 示范案例解决方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示范案例A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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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案例B解决方案

d. 直线法：

e. 工作量法：

f. 双倍余额递减法：

g. 直线法：

工作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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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倍余额递减法：

10.6.3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加速折旧方法（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methods）在资产使用寿命的最初几年记录较
高的折旧金额，在最后几年记录较低的折旧金额。

购置成本（Acquisition cost）购入一项固定资产并将其放置到使用地点，达到可使用状态
所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评估价值（Appraised value）如果某项资产被出售，专家对该资产的公平市场价格的估
计。

改进物（改良物）（Betterments (improvements)）正确记入资产账户的资本化支出。
因为它们增加了资产提供服务的能力；他们提高了从资产获得的服务质量。

账面价值（Book value）一项资产的记录成本减记其累计折旧。

资本化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s）记入资产账户或累计折旧账户的支出。

折旧（Depreciation）在固定资产的使用过程中将其成本分摊到每个会计期间的数额。直
线折旧法（straight-line depreciation）：将等量的折旧数额均匀分配到每个会计期间。
工作量法（Units-ofproductiondepreciation）：将等量的折旧数额均匀分配到资产所生
产的单位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双倍余额递减法（Double-declining-balance
method）（DDB）：将逐渐递减的折旧数额分摊到连续

的会计期间。

双倍余额递减法（Double-declining-balance method）（DDB）见折旧。

非经常性维修（Extraordinary repairs）抵消了一部分现有累计折旧的支出，因为它们增
加了资产的预期服务数量。

公平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在正常业务过程中出售(不强制清算销售)一项固定资
产所接受的价格。

产能不足（Inadequacy）固定资产不能生产足够的产品或提供足够的服务以满足目前的需
求。

土地改良物（land improvements）土地的附属物，如车道、绿化带、停车场、围墙、照
明系统、消防花洒系统等有有限的使用寿命，因此需要提折旧。

低成本项目（Low-cost items）具有相对较低的单位成本，能提供几年服务的项目，如铁
锤、镇纸、钻头。

过时淘汰（Obsolescence）由于发明及技术进步导致资产效用的下降。

物理退化（Physical deterioration）资产的使用——磨损——自然条件下。

厂房和设备（Plant and equipment）固定资产的一种简称，有时也称为固定资产，包括
土地和制造或建造资产如建筑物、机器、车辆和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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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资产收益率（Rate of return on operating assets）营业收入净额/经营性资产。
这一比率可以帮助管理人员确定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资产创造利润。

费用化支出（Revenue expenditures）直接作费用化处理的支出。

残值（Salvage value）当一项固定资产报废、出售或交易时，企业预计收回的金额减去处
置费用。也称为残余价值或剩余价值。

直线折旧法（straight-line depreciation）见折旧。

有形资产（Tangible assets）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如土地、建筑物和设备。

工作量法计提折旧（Units-of-production depreciation）见折旧。

使用寿命（Useful life）指的是企业打算使用其拥有一项固定资产的时间长度。

10.6.4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判断下面的语句是否正确。

1. 土地的成本包括其购买价格和其他相关成本，包括拆除该土地上没有用的建筑物。
2. 折旧是评估一项资产达到其市场价值的过程。
3. 折旧会计的目的是提供更换固定资产需要的现金。
4. 增强固定资产服务质量的支出应记入累计折旧账户。
5. 固定资产的明细分类账户用来增强对固定资产的控制。

多项选择题

为下面的每个问题选择最佳答案。

1. 2010年1月1日，杰克逊公司（Jackson Company）购买了价值400,000美元的设备，安
装和测试共花费40,000美元。该设备的预计使用寿命是10年，预计残值是40,000美元。如
果杰克逊公司使用直线法计提折旧，那么2010年的折旧费用是：
a. 36,000美元
b. 40,000美元
c. 44,000美元
d. 80,000美元
e. 88,000美元

2. 在问题1中，如果该设备购买于2010年7月1日，杰克逊公司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
旧，那么2010年的折旧费用将是：
a. 88,000美元
b. 72,000美元
c. 36,000美元
d. 44,000美元
e. 40,000美元

3. 2008年1月2日，哈特菲尔德公司（Hatfield Company）购买了价值10,000美元的电脑，
该电脑的预计残值是3,000美元，预计使用寿命是5年。2010年年初，该电脑的预计残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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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1,000美元，并且预计还有2年的使用寿命。使用直线法计提折旧，2010年的折旧费用
是：
a. 1,400美元
b. 1,750美元
c. 2,250美元
d. 1,800美元
e. 3,100美元

4. 将一项资本化支出记录为费用化支出的结果是：
a. 多计当年费用
b. 少计当年费用
c. 少计第二年的净利润
d. 多计当年的净利润
e. 以上都不正确

现在转到本章结尾处的“自我检测答案”检查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10.6.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存货与固定资产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 下列哪些项目应该归类为资产负债表上的固定资产？

◦ 将会出现在未来的广告，以告知公众关于制造工厂的新节能方案。
◦ 一家制造公司购入的一辆卡车，用来将公司的产品配送到批发商。
◦ 保险公司购入一辆汽车，被该公司的一名推销员使用。
◦ 一家办公用品公司购置的机器，用来销售给客户。
◦ 兴建和铺设一条预计有10年使用寿命的车道的成本。

• 总体而言，一项固定资产的成本都包括什么？
• 以何种方式购买的固定资产类似于预付费用？
• 布朗公司（Brown Company）花费1,040,000美元购买了一个有一栋空闲建筑物的旧

农场作为厂址。布朗公司决定在其经营过程中使用该建筑。布朗公司应该如何将购买价
格分摊到土地和建筑物上？如果要拆除该建筑，应该如何处理此次购买费用？

• 描述一个公司如何确定一项自建资产的成本。
• 任何非现金资产交换情况中，会计师的任务是找到取得资产的最合适的估值。在这种情

况下确定最适当估值的一般规则是什么？
• 为什么除土地外的所有固定资产都要记录定期折旧？
• 定义固定资产折旧中的“产能不足”和“过时淘汰”。
• 在计算固定资产折旧时，必须知道的四个主要因素是什么？折旧的计算过程客观吗？
• 你的一个朋友明迪雅各布（Mindy Jacobs）告诉你她的车去年贬值了5,000美元。请解

释她关于贬值的定义是否与会计学中的折旧相同。
• 加速折旧是什么意思？举一个例子说明加速折旧的过程。
• 给出一个支持使用加速折旧方法的理论原因。
• 南希公司（Nancy Company）购买了一台原始预计使用寿命为8年的机器。第三年年

末，南希公司确定该机器最多还能持续使用3年。这种修改会影响过去计提的折旧费用
吗？

• 累计折旧账户中的余额代表什么？该余额是否代表当相关资产计提完折旧后，更换该资
产可以使用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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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资产负债表上的固定资产报告在未折旧的成本（账面价值）下而不是市场价值下的理
由是什么？

• 资本化支出与费用化支出的区别。
• 对于下面的支出，解释应该将其计入费用、资产还是累计折旧账户：

◦ 在一栋建筑物中安装空调设备的成本，而不是空调的成本。
◦ 每隔一年为拥有的厂房刷一遍油漆。
◦ 更换一栋使用了10年的建筑物的屋顶的成本。该建筑物购买时是新的，预计使用

寿命是40年。该支出并没有延长其原来的预计使用寿命。
◦ 修理一台电动马达的成本。该支出延长了马达的预计使用寿命，超出了原始估

计。

• 下列的支出应该记入哪种类型的账户（资产、累计折旧或者费用）
◦ 花费1,000美元为一栋办公楼刷油漆。每年都为该建筑刷油漆。
◦ 花费24,000,000美元增加一栋新的侧楼。
◦ 花费144,000美元扩建停车场。
◦ 花费20,000美元将楼梯更换为电动扶梯。
◦ 花费1,600美元更换汽车的变速箱，从而延长了2年的使用寿命，超出了原始估

计。
◦ 花费600美元更换一条坏掉的风扇皮带。

• 明细记录如何控制企业的固定资产？
• 维持固定资产明细记录可以为企业带来哪些优势？
• 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基于The Limited公司的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载于年度报告附

录），2000年年末的固定资产净余额是多少？该公司在2000年时，需要购入这些资产
吗？该公司使用哪种折旧方法？

10.6.6 练习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史蒂芬公司（Stephon Company）支付640,000美元现金购买了一块土地，购买该土
地的相关法律费用花费了8,000美元，该公司计划在该土地上建造一个新仓库。该公司还同
意承担25,600美元的未缴税款，还花费28,800美元拆除该土地上的一栋旧公寓楼。编制一个
详细列表，说明该土地的购置成本。

练习B 劳勒尔公司（Laural Company）支付840,000美元现金购买了包括一块土地和一栋建
筑物的不动产。该公司打算改造和使用这栋旧建筑物。为了分摊该项资产的成本，劳勒尔公
司对该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分别如下：土地：576,000美元，办公楼：384,000美
元。土地的清理费用为18,000美元，改造该建筑花费76800美元。建造一栋相同的新办公楼
的成本预计是432,000美元。编制一个详细列表，说明该资产的购置成本。

练习C 精细公司（Fine Company）花费720,000美元购入一台在其工厂中使用的重机器，减
去2%的现金折扣。该公司还支付了3600美元的罚款，因为其雇员在没有安全必要许可证的
情况下在市街道拖拽该机器。安装这台机器花费了21,600美元，测试花费7,200美元。编制
一个详细列表，说明该机器的购置成本。

练习D 马利公司（Marley Corporation）通过交换50股股票获得一台机器。该股票最近的交
易价格是每股400美元。3年前该机器价值30,000美元。应该怎样记录该机器的成本？

练习E 2009年3月1日，基利公司（Keely Company）花费29,76美元购买了一些办公家具，
并且支付了480美元的运输费用。采用直线折旧法计提了4年的折旧，假设预计残值是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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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该公司使用日历年度会计期间。2010年7月1日，该公司花费192美元修补家具。编制
基利公司的日记账分录，记录所有的数据，包括2010年期间年折旧额的调整。

联系F 2009年1月2日，一家公司花费900,000美元购买了一台新机器。该机器的预计残值是
100,000美元，预计使用寿命是10年。该机器在其整个使用寿命期间预计将产生约50万单位
的产品。使用下面的每一种方法计算2009年和2010年的折旧额：

a. 直线法。

b. 工作量法（假设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生产30,000单位和60,000单位的产品）。

c. 双倍余额递减法。

练习G 特里尔公司（Terrill Company）发现在其工厂中使用的一套机器设备的记录是不完
整的。根据该公司的记录，该机器的预计使用寿命是10年，预计残值是24,000美元。采用直
线法计提折旧，记录的每年的折旧额是12,000美元。如果累计折旧账户的余额显示是72,000
美元，那么，该机器的原始成本是多少？还可以计提折旧几年？

练习H 2009年4月1日，凯瑟琳公司（Katherine Company）花费72,000美元购入一台机
器。该机器的预计使用寿命是5年，没有预计残值。该公司的会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

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2009年和2010年的折旧费用。

练习I 澳大利亚公司（Australia Company）花费3200美元购买了一台机器，并支付了800
美元的安装费用。该机器的预计残值是200美元，预计使用寿命是4年。使用双倍余额递减
法计算该机器每年的折旧费用。

练习J 2009年1月2日，富豪公司（Regal Company）花费107,200美元美元购入一台送货卡
车。该卡车的预计残值是4,800美元，预计使用寿命是8年。2009年年初，修正后的估计表
明，该卡车还剩余6年的使用寿命，预计残值是1,600美元。

使用直线法计算2009年的折旧费用以及2009年修正后的折旧费用。

练习K 假设上一道练习中的卡车在富豪公司建造一栋建筑物的过程中，由于拖运材料，于
2010年损耗了40%。在剩余的使用时间内，富豪公司使用该卡车向客户交付商品。

编制日记账journal entry，记录2010年采用直线法对该卡车计提的折旧额。

练习L 瓦恩兰公司（Vineland Company）花费60,000美元购买了的一台计算机，于2008年
1月2日将其投入运营。该计算机的预计使用寿命是6年，预计残值是2,400美元，采用直线法
记录其2008和2009年的折旧。2010年对该计算机引进的新模式使该公司将其预计使用寿命
修改为总共4年，预计残值为0。

计算该计算机2010年的折旧费用。

练习M 2009年1月2日，一家公司购买一台机器并将其投入运营，共花费60,000美元。其预
计使用寿命是5年，预计残值为0。采用直线法记录了该机器2009年和2010年的折旧费用。
2011年年初，对该机器进行大修，花费20,000美元。该机器的预计使用年限被修正为总共7
年。

计算该机器2011年的折旧费用。

练习N 2009年1月3日，拉斯基公司（Lasky Company）花费50,000美元购买了一台机器，
并将10,000美元的运输费用和安装费用记入维修费用。该机器的预计使用寿命为10年，没有
预计残值，使用直线法记录了其2009年和2010年的折旧。

计算2009年和2010年净利润的错误数额，并陈述净利润是被少计还是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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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O 2006年，布拉格公司（Bragg Company）拥有一项原始成本为240,000美元的固定
资产。假设该资产有8年的使用寿命，没有残值，在此条件下对其计提了3年的折旧。2009
年期间，布拉格公司错误的将发生在该固定资产上的120,000美元的维修支出作资本化处
理，而不是费用化。描述这一错误对该资产的成本以及布拉格公司净利润未来5年的影响。

10.6.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 A 博尔特公司（Bolt Company）购买了一台在其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机器，该机器的发
票价格是80,000美元，其中不包括销售税。征收4%的销售税。30天之内付清货款。该公司
估计将机器从经销商的仓库拖运到公司的厂房需要花费5,600美元，其中不包括在没有安全
必要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市街道拖拽该机器的1,600美元的罚款。在将机器运送到工厂的过程
中，博尔特公司的一名雇员损坏了配送机器的卡车，维修花费了3,600美元。该机器也遭受
轻微损坏，维修花费1,600美元。

博尔特公司支付了32,000美元的安装费用，其中包括4,000美元的支撑机器下地板的费用。
测试费用为2,400美元。在该机器上安装安全保护装置花费640美元，该机器开始正常运作。

编制一个明细表，显示该机器应该记录在博尔特公司账户上的金额。

问题 B 普雷斯勒公司（Pressler Company）计划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建造一个新工
厂和一栋新办公大楼。一个可信赖网站上的报告显示，土地和果园的评估价值是180,000美
元，建筑物是120,000美元。

经过大量商讨， 该公司与业主达成以下协议：普雷斯勒公司需要支付216,000美元的现金，
承担90,000美元的抵押票据，承担该抵押票据产生的利息，1,920美元，并承担13,200美元
未付的房产税。普雷斯勒公司还支付了18,000美元现金的经纪和法律服务费。

购买该资产不久后，普雷斯勒公司出售果树上的水果，获得2,640美元的收入，将建筑物改
造为办公大楼花费38,400美元，将果树移除花费9,000美元。厂房建设在一周内开始施工。

编制明细表，显示普雷斯勒公司所购买的这项资产的正确估值。

问题C 2009年10月1日，蒂莫西公司（Timothy Company）购入并投入使用一台重型机
器。该机器的发票价格为360,000美元，由于在购买日期便支付现金，该公司得到了3%的现
金折扣。由于蒂莫西公司的一名员工在没有安全必要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市街道拖运机器，公
司支付了1,500美元的罚款。安装和测试的费用总额为35,800美元。该机器的预计残值为
35,000美元，预计使用寿命为7年。（在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应使用分数形式而
不是百分比。）

• 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机器的购置成本。
• 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2009年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的折旧。
• 假设蒂莫西公司使用直线法计提折旧，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

问题D Peach公司在其建筑物账户中有下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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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5日，Peach公司购买了一项原始财产。Orange公司立即雇佣承包商在该建筑物
南端建造一栋侧楼。当该侧楼正在建设中时，Peach公司将二楼出租给Kellett公司作为临时
仓库。在此期间（2009 年7月1日到12月31日），Peach公司在建筑物的一楼安装新机器花
费160,000美元，于2010 年1月2日开始正常运作。

• 计算2010 年12月31建筑物账户的正确余额。该公司使用日历年会计年度。
• 编制Peach公司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日记账分录。假设资产不需要计提折旧。

问题 E 2009年1月2日，卡丁公司（Cardine Company）花费935,000美元购置并投入使用
一台设备。运输费用为7,500 美元，安装和测试的费用总额为55,000 美元。该设备的预计使
用寿命为9 年，预计残值为37,500美元。据进一步估计， 该设备在其使用年限中，可以生产
1,920,000单位产品。2009年期间，已经生产了426,000单位的产品。

使用下列折旧方法，计算截至12月31日的折旧费用。

• 直线法
• 工作量法
• 双倍余额递减法（使用分数，而不是百分比）。

问题F 2009年10月1日，古德里奇公司（Goodrich Company）花费10万美元购买了一台机
器。该机器的预计残值是30,000美元，预计使用寿命是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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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列折旧方法，计算该公司2009年和2010年应该记录的折旧费用。

e. 直线法

f. 双倍余额递减法

10.6.8 补充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补充问题 A布里特公司（Brite Company）购买了一台机器，该机器的发票价格是400,000
美元，其中不包括销售税。30天之内付清货款。征收4%的销售税。该公司承担并支付了1万
美元的运费。使该机器运行的特殊的电气连接花费了14,000美元，建造一个特殊的机器强化
基地花费了18,000美元。该机器由于损坏需要在该基地上装配，维修花费4,000美元。测试
机器消耗了1,000美元的原材料。在该机器上安装安全保护装置花费1,400美元，以保障机器
正常运作。此外，移除旧机器花费500美元。

编制一个明细表，显示该机器应该记录在布里特公司账户上的数额。

补充问题B 马克斯韦尔公司（Maxwell Company）购买了2平方英里的农田，具体信息如
下：现金支付968,000美元；负责承担320,000美元的抵押票据以及该抵押票据产生的应计
利息12,800美元。该公司还支付了67,200美元的法律和经纪费，还支付了对该财产进行产权
调查的3,200美元。

该公司计划使用该土地作为新办公楼和工厂的厂址。该公司清理平整土地花费28,800美元。
出售土地上的农作物获得7,360美元，出售其中一所房子获得19,200美元。推倒其余建筑物
花费14,400美元；出售废弃物料获得13,600美元的现金收益。大约1%的土地被立契约让与
所在县修路使用。为办公楼建造地下室花费9,120美元。

编制一个明细表，显示该土地应该记录在马克斯韦尔公司账簿上的数额。

补充问题C道森拖车公司（Dawson Towing Company）花费28,800美元的现金购买了一辆
二手小型货运汽车。第二天公司将公司名称和业务喷绘在该汽车上共花费1,488美元。对该
车进行轻微检修花费192美元，安装“super”轮胎花费1,920美元，减去抵还折让旧轮胎所得
的240美元。该汽车于2009年4月1日投入使用，这时其预计使用寿命为5年，预计残值为
3,360美元。

a. 编制一个明细表显示记录的该汽车的成本。

b. 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在日历年度会计期间结束时即2009年12月31日的折旧费用，使用双
倍余额递减法。

c. 假设使用的是直线折旧法。估计该汽车还将会持续使用4年，预计残值变更为1,920美元。
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2012年的折旧。

补充问题D 假设你是杰森公司（Jayson Company）新的财务总管，该公司于2008 年年中
进入初创期，2009年10月1日开始运行。在审查账目时，你发现在“固定资产”账户中，包含
下列条目：

向土地和建筑物之前的业主支付的现金 19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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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建筑物支付给建筑公司的部分款项 72,000

法律费用及产权调查费用 2,400

房地产佣金 14,400

拆除旧建筑费用 16,800

平整和分级费用 9,600

建筑师的费用（90%的建筑物，10%的改良物） 6,000

为新大楼挖掘地下室的费用 21,600

为新大楼支付给建筑公司的现金 288,000

修复破坏者造成的损坏 7,200

草坪喷灌系统 31,200

停车场照明系统 40,800

为停车场铺路 60,000

机器净发票价格 1,152,000

机器的运输费用 50,400

机器的安装和测试 19,200

为安装机器时受伤员工支付的医疗费用 3,600

园林绿化（永久性的） 38,400

修复安装机器时损坏的建筑 4,800

城市自来水总管道和污水管道评估 4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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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余额为 2,106,000美元

此外，你还发现出售旧建筑废弃物料的1200美元的现金收入被记入了2009年的杂项收入。
进一步调查，你还会发现工厂经理2009年的前9个月的时间全部用来监督土地改良物的安装
（10%）、建筑施工（40%），机器安装（50%）。工厂经理的9个月工资108,000美元被记
入办公人员的工资费用。

a. 将所有条目列到包括土地、土地改良物、建筑物、机器四列的表格上。分类所有的条目到
相应列，省略那些不是资产成本组成部分的条目。显示负数时，添加括号。计算表格内各列
的总额。

b. 编制一个复合日记账重新分类和调整账目，消除固定资产账户。不需要记录折旧。

补充问题E 2009年1月1日，兰德公司（Land Company）花费120,000美元购入并投入使用
一台机器，安装该机器花费5,000美元。该机器的预计使用寿命是8年，预计残值是15,000美
元。据进一步估计，该机器在其使用寿命期间将会产生500,000单位的产品。第一年，该机
器生产了100,000单位的产品。

使用下列计算方法，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2009年的折旧费用。

a. 直线法

b. 工作量法

c. 双倍余额递减法

补充问题F 2009年4月1日，克劳福德公司（Crawford Company）支付60,000美元购入一
台机器，并在同一天投入使用。该机器的预计使用寿命是10年，预计残值是10,000美元。

使用下列方法，计算该资产截至2009年12月31日和2010年的折旧额。

a. 直线法

b. 双倍余额递减法

10.6.9 批判性思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案例A 假设你是克雷公司（Cray Company）的一名新审计员，分配给你的任务是
审计该公司的建筑物账户。你发现该公司将下列条目记入了2009年的建筑物账户：

借方

2009

1月 2 购买土地和旧建筑物的成本 720,000美元

47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2 购买资产发生的法律费用 9,600

2 产权调查费用 1,200

12 拆除旧建筑物的费用 19,200

6月 16 建造新大楼的保险费用 4,800

7月 30 支付给建造大楼的承包商的费用 1,080,000

8月 5 设计新大楼的建筑师的费用 48,000

9月 15 城市下水道和人行道的评估（永久性的） 16,800

10月 6 园林绿化（永久性的） 9,600

11月 1 车道和停车场的费用 60,000

贷方

1月 15 出售旧楼的废弃物料所得款项 4,800

除了该账户中的条目，在你与负责建筑物账户的会计师交谈时，你还获得了以下信息：

该公司于2009年9月1日开始使用新大楼。该大楼预计有40年的使用寿命，无残值。

该公司于2009年11月1日开始使用车道和停车场，该车道和停车场预计有10年的使用寿命，
无残值。

该公司使用直线折旧法计提所有固定资产。

a. 编制一个明细表，分别显示土地、建筑物、土地改良物的成本。

b. 计算2009年的折旧额。

c. 完成所需的日记账分录以纠正2009年12月31日的账目。假设结账分录还没有完成。

d. 写一份简要的报告，向管理人员说明为什么必须记录折旧以及记录折旧如何影响净利润。

商业决策案例B 2010年10月1日，贝斯勒公司（Besler Company）花费504,000美元购入并
投入使用一台新设备。该设备的预计使用寿命是5年，预计残值是24,000美元。贝斯勒公司
估计该设备在其使用寿命期间将生产200万单位的产品。在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该设备生
产了120,000单位的产品。作为公司的会计师，管理人员要求你执行下列操作：

a. 使用下面的计算方法,计算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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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法

工作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

b. 编制一份书面报告，说明在何种条件下哪一种方法是最合适的。

商业决策案例C 在沃尔弗林环球公司（Wolverine World Wide, Inc.）的“A Broader
Perspective”中的财务报表附注，指出几乎所有的固定资产都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请解释
对于这家公司为什么直线折旧法是最合适的？

商业决策案例D 讨论经营性资产收益率以及其组成要素的含义，并说明这对于投资者和管理
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计算The Limited公司最近两年在其年度报告附录中的经营性资产收益率。假设所有资产都
是经营性资产。评论其结果。

年度报告分析E 下面的脚注摘录于科麦奇公司（Kerr-McGee Corporation）最近的年度报
告，描述了该公司对于固定资产的会计政策：

固定资产在其使用寿命期间使用工作量法或直线法计提折旧。

a. 科麦奇公司使用了多少种不同的折旧方法？这种做法是否符合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

b. 讨论为什么管理层可能会选择这些方法中的每一种来计提折旧。

小组作业F 两个或三个学生一组，访问你们所在社区的一家大公司，查看该公司用于对其固
定资产进行会计控制的明细记录。此外，还需要询问用来保护可移动的设备（如电脑，复印
机等）的物理控制。写一份报告提交老师，总结你的调查结果，并准备向你的同学做一个简
要报告。

小组作业G 两个或三个学生一组，访问你们所在社区的两家公司，询问他们使用的折旧方法
以及为什么使用这些折旧方法。尝试找到对不同的固定资产使用多种折旧方法的公司。与那
些决定使用哪种折旧方法的人员交谈，找出他们作出选择的原因。写一份报告提交老师，总
结你的调查结果。

小组作业H 几个学生一组访问你们所在社区的一家大公司，确定该公司在其资产已经使用了
一段时间后，是如何解释该固定资产的支出的。换句话说，它是如何决定将固定资产的支出
记入资产账户、累计折旧账户还是费用账户的？在做决策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评价所使
用的决策模型的合理性。写一份报告提交老师，总结你的调查结果，并准备向你的同学做一
个简短的演讲。

10.6.10 使用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看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CPA Review，网址为：

http://www.beckerconviser.com

调查这个网站，确定雇主的主要类型。请记下该网站上任何有趣的信息。写一份报告提交老
师，总结你的调查结果，并准备向你的同学做一个简短的演讲。

访问最佳软件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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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estsoftware.com

该公司出售的都是什么类型的软件？为什么一个公司会从Best Software购买一个软件程序
包？研究任何有趣的方面的资料。写一份报告提交老师，总结你的调查结果。

10.6.11 自我检测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1. 正确。土地的成本包括获得土地，并准备投入使用的所有的正常的、合理的和必要的
支出。

2. 错误。折旧是一个分摊的过程，而不是估值过程，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市场价值
没有关系。

3. 错误。折旧会计并不提供更换固定资产需要的资金。相反，累计折旧只显示购买一项
资产后，其成本已有多少已经记入费用。

4. 错误。提高服务质量的支出应记入资产账户。
5. 正确。固定资产明细分类账户可以提供总分类账不能提供的详细信息，从而更好的控制

固定资产。

多项选择题

1. b. 采用直线法计算2010年的折旧费用如下：

2. d. 双倍直线折旧率=

2010年折旧费用=

3. e. 2010年年初，累计折旧账户余额是2,800美元（每年的折旧1,400美元× 2），账面价值
是7200美元，或（10,000美元 - 2800美元）。修订后的年折旧费用为3,100美元，或

4. a. 将一项资本化支出错误的记录到费用化支出的结果是多计当年的费用，以及少计当年的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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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1 固定资产的处置、自然资源及无形
资产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计算和记录固定资产的处置分录。
• 描述和记录非货币资产交换。
• 确定自然资源的定期折耗成本并计算采掘业固定资产的折旧。
• 记录无形资产的购置和摊销分录。
• 分析和使用财务结果—总资产周转率

会计师在计量无形资产中的作用

很多资产没有实物形态，这样的资产被称为无形资产。尽管这样的资产没有实物形态，会计
师也必须花费时间计量企业的这些资产的价值，以及这些资产如何影响实体现金流。

首先，会计师必须能够发现那些肉眼看不到的价值。然后，会计师必须确定该资产是否对实
体现金流有贡献。（如果有，多久）。最后，会计师必须确定该收益是否会最终消失以及何
时消失。

随着我们迈向一个越来越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也随之增加。
在许多情况下，无形资产占据了总资产的一大部分。因此，一些企业的盈利能力，主要基于
这些看不见或摸不着的资产的价值。一些无形资产，如人力资产和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甚
至都没有记录在企业的账簿上。这使得更难估计这些资产的价值以及确定它们对盈利的贡
献。

投资者和分析师往往会比较同一家公司股票的每股账面价值与每股市价。这一比率被称为股
价与账面价值比率（市净率PB）。1998年图齐罗尔（Tootsie Roll）的市净率大约是5.2。
图齐罗尔所记录的净资产约为4亿美元，但市场认为其净资产价值超过20亿美元。这些未被
记录的资产（无形资产）的性质是什么？1998年，微软的市净率大约是12.4。微软净资产
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过了在其会计记录中报告的12.4产生的价值。假设微软未被记录的大部分
资产是无形资产是合理的。会计师应该如何对这些没有实物形态，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被记
录的资产进行估值呢？这类似于戴着眼罩在黑暗的壁橱里行走。

此功能与固定资产会计师的工作紧密相关。当对无形资产作会计处理时，许多相同的问题需
要处理。问题依然存在，你怎样衡量你看不到的东西？

你研究的长期资产—固定资产、自然资源以及无形资产—从第10章开始，该部分的重点是确
定固定资产成本，计算折旧，以及区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本章开始部分讨论固定资
产的处置。下一个主题是自然资源的会计处理，如矿石、矿物质、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木材。
最后一个主题是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如专利权、版权、特许经营权、商号和商标、租赁协
议、商誉。

请注意，在这些章节中所讨论的长期资产的会计处理基本上是相同的。一家公司记录购入的
一项长期资产记录的成本。随着该资产的使用给企业带来了经济利益，该资产的未来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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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降低，会计师将成本从资产账户转移到费用账户。最后，将资产出售、淘汰或者交易换入
新资产。由于长期资产的寿命可以延续很多年，会计师所使用的报告这类资产的方法会对许
多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产生巨大影响。

11.1 固定资产的处置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除了土地之外的所有的固定资产最终都会耗尽或变得产能不足或过时淘汰，因此必须将这些
资产出售、淘汰或交易换入新资产。当处置一项固定资产时，企业必须将资产的成本及累计
折旧从账户中移除。总体而言，所有固定资产的处置有以下共同的步骤：

• 对资产的折旧计提到处置日期。
• 记录资产的处置，通过：

(a) 冲销资产的成本。

(b) 冲销累计折旧。

(c) 记录任何收到的或支付的或被接受或被支付的报酬或代价（通常是现金）。

(d) 记录收益或亏损（如果有的话）。

当你学习这一部分时，记住这些常见步骤，会计师用来记录固定资产的处置。接下来的部
分，我们将会讨论下列几项的会计处理：（1）固定资产的出售，（2）固定资产的淘汰，并
没有出售（3）固定资产的报废，（4）固定资产的交换，（5）拆卸和移除固定资产的成
本。

11.1.1 固定资产的出售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企业通常处置固定资产的方式是将其出售。通过比较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成本减去累计折
旧）和售价（如果有销售费用，应该为净额），企业可能出现收益或亏损。如果售价大于资
产的账面价值，则为出售收益。如果售价小于资产的账面价值，则为出售亏损。当然，当售
价等于资产的账面价值时，既无收益也无亏损。

为了说明固定资产的出售，假设一家公司以35,000美元的价格出售一台成本为45,000美元，
累计折旧14,000美元的设备。该公司获得4,000美元的收益：

设备成本 45,000

累计折旧 14,000

账面价值 31,000

售价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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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收益 4,000

记录出售该固定资产的日记账分录：

另一方面，如果该公司以28,000的价格出售该资产，那么该公司会出现3,000 美元的亏损
（账面价值31,000美元—售价28,000美元）。记录出售该固定资产的日记账分录：

如果该公司以31,000的价格出售该资产，那么既无收益也无亏损。记录出售该固定资产的日
记账分录：

现金（+A） 31,000

累计折旧—设备（+A） 14,000

设备（-A） 45,000

记录设备的售价等于其账面价值

记录设备的售价等于其账面价值

对折旧的会计处理直到处置日期当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置固定资产时，企业必须记录折旧
直到出售或处置资产的日期。例如，如果一家公司在4月1日出售一项资产，最后的折旧记录
日期是12月31日，那么该公司应该再记录三个月（1月1日—4月1日）的折旧。如果没有记
录这三个月的折旧，这一期间的经营费用就会少计，出售该资产的收益会被少计或者亏损多
计。

举例说明，假设2011年8月1日，雷公司（Ray Company）以1,500美元的价格出售一台机
器。该机器购买于2003年1月2日，花费了12,000美元。雷公司以10%的直线率对其计提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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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2010年12月31日，结账分录完成以后，该机器的累计折旧账户余额为96,000美元。在
确定收益或亏损之前，在记录出售该资产的分录之前，该公司必须完成下面的分录，记录截
至2011年7月31日的折旧：

会计师将会计算出售该资产出现的200美元的亏损，如下：

机器成本 12,000美元

累计折旧（9,600+700） 10,300

账面价值 1,700美元

售价 1,500

出现亏损 200美元

记录出售该固定资产的日记账分录：

当一项固定资产被报废时，企业将该资产的成本及累计折旧从固定资产账户移除。例如，当
海斯公司（Hayes Company）报废一台价值15,000美元，没有预计残值，并已经完全计提
折旧的机器时，记录以下日记账分录：

有时，企业会继续使用已经完全提完折旧的固定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出售、交换或
淘汰该资产之间，不应该将其成本和累计折旧从固定资产账户移除。当然，企业不能对已经
提完折旧的资产继续记录折旧，因为如果这样，总的折旧费用会超出该资产的成本。

有时，企业会在一项资产还没有提完折旧之前就将其淘汰或丢弃。当出售废旧资产（即使不
是马上报废）时，企业会将其成本及累计折旧从资产和累计折旧账户移除。此外，会计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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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料账户中记录该资产的预计残值，并确认处置该资产的收益或亏损。举例说明，假设
一个公司要淘汰一台原始成本为10,000美元，累计折旧为7,500美元的机器。如果该机器的
预计残值是500美元，日记账分录如下：

会计视角：使用技术
企业在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主页的主要优势是（1）在工作环境中提高效率，

（2）增加收入，（3）客户可以快速访问。一个小公司只需花费几百美元就可

以开发 一个主页，维护该主页只需要相当低的月租费。The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的网站是http://www.sba.gov，该网站可以向小企业提供

有用的信息。企业对于其员工使用互联网的一种担心是他们可能会在上班时间

访问那些 有趣的、与企业经营无关的相关网站。

有时候事故、火灾、洪水、风暴会破坏或摧毁固定资产，使企业遭受损失。例如，假设火灾
彻底摧毁了一栋未投保的价值40,000美元的建筑物，该建筑物当前的累计折旧是12,000美
元。日记账分录是：

如果对该建筑物进行了投保，该公司只需将超过从保险公司获得的补偿的那部分火灾损失记
入火灾损失账户。举例说明，假设该公司投保了部分建筑，火灾后从保险公司获得22,000美
元。日记账分录是：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Exchanges of nonmonetary assets） 2004年年末之前，会计原则
委员会第29号意见提出，关于非货币资产的交换主要取决于是否是不同类固定资产的交换
（如卡车与机器交换），或者是同类资产的交换（如卡车与卡车交换）。如果是不同类资产
间的交换，那么获得的资产应记录其公平价值，无论是收益还是损失，都要加以确认。
2004年年底，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发表了一个新的标准，财务会计标准第1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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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非经营性资产的交换：会计原则委员会第29号意见修正案”。发表的这个新标准使美
国通用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达成了更广泛的一致，并且该标准对于发生在2005年6
月15日以后会计期间内的资产交换是有效的。

这种变化使美国公司的财务报表与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公司的财务报表更具有可比性。

新的FASB标准不再区分不同类与同类资产间的交换。相反，它区分具有商业形态和不具有
商业形态之间的交换。如果由于交换，未来现金流预计发生显著变化，那么交换就具有商业
形态（commercialsubstance）。例如，如果一家公司用一栋建筑物交换获得土地（不同
类的交换），那么未来的现金流在时间上可能不同。大多数交换都具有商业形态。但是，如
果一项交换没有产生预计的未来现金流的显著变化，那么这项交换就没有商业形态。例如，
如果一家公司用一辆卡车换入另一辆卡车（同类资产间的交换），那么新卡车会在相同的会
计期间执行与旧卡车相同得功能，这样，未来的现金流就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么这样的
交换就不具有商业形态。但是，如果未来现金流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即使是同类资产间的
交换也具有商业形态。

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Exchanges of nonmonetary assets having
commercialsubstance）对于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币资产间的交换，会计师将以换入的资
产或换出的资产中更显著的一方的公平市场价值记录新资产。当新资产有明确的现金价格
时，会计师就以现金价格记录新资产。如果新资产没有明确的现金价格，那么会计师假设旧
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加上支付的所有现金，等同于新资产的现金价格，并使用该价值记录新
资产。因此，会计师通常记录收到的资产以（1）新资产的报价，或者（2）放弃资产的公平
市场价值加上所有支付的现金。

通过借记累计折旧账户，贷记旧资产账户将旧资产的账面价值从其资产账户中冲销。企业将
所有的支付贷记现金账户。如果记录的新资产的金额超过了旧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支付的所
有现金，那么企业在日记账分录余额记录收益。反之，在日记账分录余额记录亏损。为了说
明这样的交换具有商业形态，假设一家公司以一台旧机器换入一辆新运送卡车。该交换产生
的未来现金流预计会有显著不同，因此该交换具有商业形态。该机器的成本是45,000美元，
目前的累计折旧余额是38,000美元。该卡车的现金价格是55,000美元，通过与具有3000美
元的公平市场价值的机器加上支付的52,000美元的现金交易换入。记录这项交易的日记账分
录是：

另一种计算该交易的4,000美元的亏损的方法是使用旧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其公平市场价
值。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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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具有商业形态的交换的收益，假设该机器的公平市场价值是9,000美元，而不是之
前的3,000美元，因此只需要支付46,000美元的现金。录这项交易的日记账分录是：

记住，当旧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其公平市场价值不同时，在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币资产的交换
中，企业始终会出现收益或亏损。正如前面的讨论，如果非货币资产的交换不具有商业形
态，那么企业不会出现收益或亏损。

不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Exchanges of nonmonetary assets not having
commercialsubstance）对于汽车、卡车、办公设备这类固定资产，企业通常是将旧资产
交易换入类似的新资产。有时，这样的交换不会产生未来现金流的预计变化，因此没有商业
形态。当发生这样的交换时，企业会收到旧资产的交易折让，并支付现金账户的余额。通
常，新资产的现金价格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会计师会假设新资产的现金价格是旧资产的公
平市场价值加上支付的现金。

当交换这类资产时，我们必须修改一般规则，即以收到的新资产与放弃的旧资产中比较显著
的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记录新资产。因此，企业记录新资产以其账面价值加上支付的现金。
当将此规则应用于没有商业形态的资产的交换时，企业既不会出现亏损，也不会出现收益。

为了说明不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币资产间的交换的会计处理，假设一家送货服务公司将一台
价值成本为45,000美元，目前的累计折旧是38,000美元，公平市场价值是5,000美元的卡车
1加上50,000美元的现金换入卡车2。新卡车的现金价格（公平市场价值）是55,000美元。
该交换致使该公司出现了2,000美元的亏损，并没有记录该亏损。该亏损的计算如下：

记录该交换的日记账分录：

卡车1的成本 45,000

累计折旧 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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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 7,000

旧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

（交易折让） 5,000

出现的亏损（并不记录） 2,000

但是，如果出现亏损，并将其记录到新资产。关于亏损的规则（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第144
号标准要求），将由中级财务会计教材解决。

对于从不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币资产间的交换中产生的收益的会计处理与出现亏损但没有记
录的情况是类似的。举例说明，假设在前面的示例中，送货服务公司将卡车1（现在的公平
市场价值是9,000美元）加上46,000美元的现金换入卡车2。该交换产生的收益是2,000美
元，但不会被记录。

旧卡车的账面价值 7,000 1

支付的现金 46,000

新卡车的成本 53,000

新卡车的公平市场价值 55,000 1

减去：产生的收益 2,000 （等于）

新卡车的成本 53,000 1

该公司将以旧资产的账面价值（7,000美元）加上支付的现金（46,000美元）记录新资产。
该公司从新资产的成本（55,000美元）中扣除了产生的收益。因此，新送货卡车的成本基础
等于55,000美元减去2,000美元，或53,000美元。该送货服务公司使用53,000这个成本基础
计提卡车的折旧，并确定处置该卡车的任何收益或亏损。

483



记录该交换的日记账分录：

卡车1的成本 45,000

累计折旧 38,000

账面价值 7,000

旧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

（交易折让） 5,000

产生的亏损（但不记录） 2,000

企业会将不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币资产间的交换产生的收益记录到未来的会计期间，作为对
新资产计提较小的折旧费用增加的净利润。在前面的示例中，如果基于卡车53,000美元的成
本基础，那么每年的折旧费用将小于基于55,000的现金价格的折旧费用。因此，未来每年的
净利润会增加。

在圖表 11.1中，我们总结了记录非货币资产交换的规则。

会计视角：使用技术
尽管尖端的计算机系统可以自动计算出处置资产出现的收益或亏损，这样的程

序取决于人工的输入。如果在输入处置或交换资产的类型时出现错误，或者资

产的使用寿命没有被准确估计，那么计算出的收益或亏损将是不正确的。

圖表 11.1 记录固定资产交换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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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拆卸和移除旧固定资产时，企业会发生拆除费用。他们从回收废弃物料的收益中扣除拆除
费用，以确定资产的净产值。（拆除费用也可能大于废弃物料收益。）会计师将拆除费用与
旧资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获得的新资产。

下一节将会讨论自然资源。请注意同一会计期间的费用和获得的收入相匹配的基础会计原
则。

11.1.2 自然资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由自然提供的资源，如矿床、矿藏、储备石油、天然气、木材等都是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或递耗资源（wasting assets）。自然资源代表一种原材料的存货，通过从其
自然状态中开采或挖掘可以被消费（或消耗）。（例如从地下提炼油）。

在资产负债表中，我们将自然资源作为非流动资产中单独的一类，例如“用材林”或“储备石
油”。 通常，我们将自然资源的购入成本加上勘探和开发成本记录为自然资源的成本；在资
产负债表上，我们通过总成本减去累计折旧对其进行报告。（自然资源的累计折旧与固定资
产使用的累积折旧是类似的。）当分析企业拥有自然资源的财政状况时，要格外谨慎，因为
报告的自然资源的历史成本可能只是其当前价值的一小部分。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能力
科麦奇公司是一家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以及钛白粉的生产和销售的

全球能源和化学公司。在其财务报表附注中，科麦奇公司声称其公司的地质学

家和工程 师已经按照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定义估计了储备资源的数量。这些估计

数字包括通过改进现在经营中使用的或者成功测试的恢复方法来估计在未来可

能获得的储备量。

折耗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物理消耗导致的损耗。在每个会计期间，承认的消耗是对当期从自然
资源移除的那部分资源的估计成本。为了记录消耗，借记递耗资产账户，贷记累计折旧账
户，这是对自然资源资产账户的冲销帐户。

通过贷记累计折旧账户而不是资产账户，我们继续在财务报表上报告整个自然资源的原始成
本。因此，报表使用者可以看到被移除的自然资源所占的比重。若要确定可用资源的总成
本，我们将组合消耗成本与其他开采、挖掘或移除费用。我们可以将这一总成本分配到出售
自然资源的成本和没有出售的自然资源存货。因此，依据出售的部分，我们可以记录发生在
会计期间的所有、部分或没有的消耗及移除费用。如果所有的自然资源都被出售，我们记录
所有的的消耗及移除费用。出售的任何部分的成本都不能计入存货成本。

计算每期消耗成本 若要计算消耗费用，企业通常使用产量法。他们用总成本除以预计的单位
数—吨、桶或板尺—可以在经济角度上从财产中提取的。这一计算提供了每单位折耗成本。
例如，假设2010年一家公司支付650,000美元购入一块含矿床的土地。该公司花费100,000
美元对其勘探。结果发现大约有900,000吨的矿石可从该土地上移除，之后，该土地价值
50,000美元。该公司花费200,000美元开发该地皮，包括搭建输电线和兴建道路的成本。折
耗的总成本是可以分配到自然资源的净成本加上勘探和开发成本。当该财产是购入的情况
下，日记账分录将购买价格分配到两种资产—自然资源和土地。会计分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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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买以后，一个会计科目借记开发该地皮的所有费用（包括勘探）到自然资源账户。会计
分录是：

每单位折耗成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每单位折耗成本=地皮成本-土地残值（如果有的话）+开发地皮成本 经济意义上可以提取的
预计单位数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只会从其他人的土地上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在土地还没有被
购买时，其残值是不相关的，应该被忽略。如果有义务将土地恢复到一个能使用的状态，企
业应该将这些预计的恢复费用添加到地皮的开发费用中。

在土地被购入的例子中，矿床的总成本等于地皮的成本（650,000美元）减去土地的恢复费
用（50,000美元）加上开发地皮的成本（300,000美元），或者总计900,000美元。单位
（每吨）折耗费用是1美元（或者900,000美元/900,000吨）。计算一个会计期间的折耗费
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每期的折耗费用=每单位的折耗费用*一个会计期间开采的单位数

在此示例中，如果2010年开采了100,000吨的矿石，记录当期100,000美元的折耗费用的会
计分录是：

折耗账户包含“地面里”的矿石或者开采的自然资源的成本。加上其他的提取费用，就确定了
开采矿石的总成本。举例说明，假设除了100,000美元的折耗费用外，开采劳动力花费
320,000美元，其他的开采费用，如折旧、财产税、电力、以及日用品，总计60,000美元。
如果会计期间结束时已售出 80000吨，手上还剩余20000吨，公司将按如下分摊480,000美
元的总成本：

折耗费用 100,000

开采劳动力费用 320,000

其他开采费用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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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100,000吨矿石的总成本

（每吨4.8美元） 480,000

减去：存货（20,000吨） 96,000

出售矿石的费用（80,000吨） 384,000

请注意开采100,000吨矿石的平均每吨费用是4.80美元（或者480,000/100,000）。损益表
上显示的出售的矿石的费用是384,000美元。该矿业公司不会单独报告折耗作为一项费用，
因为折耗包括在出售矿石的成本中。资产负债表上将会显示未出售的库存（一种流动资
产）96,000美元。此外，还会报告自然资源的成本减去累计折耗，如下所示：

矿床 900,000

减去：累计折耗 100,000 $800,000

计算折耗费用的另一种方法是收入百分比法。由于企业仅使用这个方法只是为了所得税，而
不是财务报表，因此，我们在本教材中不讨论。

企业对建立在采矿业财产上的固定资产的提折旧与其他提折旧资产一样。当自然资源被用尽
时，如果该资源上这样的资产将被丢弃时，企业对这些资产计提折旧以（a）资产的物理寿
命或（b）自然资源的寿命。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使用产量法计算每期的折旧费用。使用这
种方法将会忽略资产的寿命以及自然资源的寿命。当固定资产的物理寿命等于或者大于自然
资源的寿命，但是对于自然资源的寿命来说，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又是有限的时候，建议使
用此方法。

假设一家矿业公司购入附带一栋建筑物的矿产财产，并计划在开采中使用该建筑物。此外，
还假设该公司使用产量法计算建筑物的折旧费用。相关情况如下：

建筑物成本： 310,000美元

建筑物的预计使用寿命 20年

建筑物的预计残值（矿产用完后） 10,000美元

矿山开采能力 1,000,000吨

矿山预计使用寿命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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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矿山的使用寿命（10年或1,000,000吨）小于建筑物的使用寿命（20年），该建筑物应
以矿产的寿命计提折旧。折旧费用的依据是矿石的吨而不是年，因为矿山的寿命或长于或短
于10年，这取决于移除矿石的速度。

假设在公司经营的第一年，工人提取了15万吨的矿石。建筑物第一年的折旧费用是45,000美
元，计算方法如下：

每单位折旧费用=资产成本-预计

残值

矿石的总吨数∈经济上可以提取的

矿石

=(310,000-10,000)/1,000,000吨=0.30美元每吨

年折旧费用=每单位折旧费用*提取的单位数

0.30美元每吨*150,000吨=45,000美元

在损益表中，建筑物的折旧费用作为出售矿石的一部分成本出现，作为当期未出售的存货的
部分成本。在资产负债表中，建筑物的折旧费用出现在相关的资产账户中。

企业用来产生收入而使用的固定财产和自然资源是有形资产。企业还可以获得无形资产以协
助经营，产生利润。

11.2 无形资产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尽管没有实物形态，但由于无形资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提供的优势或专属特权以及权利，因
此无形资产也有价值。无形资产通常有两个来源：（1）由政府当局或法律合同授予的专属
特权，如专利权、版权、特许经营权、商品名称（trade names）以及租赁协议；（2）优
越的创业能力或管理专门技术以及客户忠诚度，这称之为商誉。

所有的无形资产都没有实物形态，但并不是所有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都是无形资产。例如应
收账款和预付费用没有实物形态，然而却归类为流动资产，而不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通常
不具有实物形态，并且是非流动资产；它们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一个单独的长期资产中，称
为“无形资产”。

最初，企业像记录大多数其他资产一样记录无形资产的成本。但是，计算一项无形资产的购
入成本不同于计算一项固定资产的购入成本。对于一项无形资产的成本，企业可能仅包括其
购入成本；购入成本并不包括资产的内部开发成本以及自我创作成本。如果一项无形资产完
全由内部产生，它的成本都不应该资本化。因此，一些企业可能极其地夸大无形资产的价
值，甚至都不在资产账户记录无形资产。为了解释这一做法，我们下一步将讨论研究和开发
成本的核算历史。

研究和开发成本是计划寻找新知识，并在将这种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或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在
1975年之前，企业往往将研究和开发成本作为无形资产并将其资本化，当其能产生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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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经济利益时。由于很难确定该成本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许多企业当发生这些费用时，
都将其费用化。其他企业将与验证的产品相关的成本资本化，其余的成本费用化。

由于这些各种各样的会计实务（ccounting practices），1974 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2号
声明裁定当发生研究与开发成本时，企业必须将其费用化，除非它们是直接由政府机构和其
他机构补偿的。费用化的合理理由是（1）任何高度的精密度是都不能衡量适用于未来的成
本数额的；（2）对未来是否能获得经济利益的怀疑是存在的；（3）即使能提供未来经济利
益，也是很难衡量的。因此，在资产负债表上，研究和开发成本成本不再作为无形资产出
现。委员会将同样的reasoning应用于与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有联系的成本，如开发专利的
内部成本。

摊销是将无形资产的成本系统地分摊到费用。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成本被分摊到其经济（使
用）寿命中的每个会计期间。并不是所有的无形资产都予以摊销，只有有限使用寿命的无形
资产才应该摊销。一项资产的有限使用寿命被认为是预计对报告中会计实体的现金流有促进
作用的时间长度。（对预计使用寿命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包括可能会限制使用寿命的法律、法
规或者合同条款）。摊销方法应该基于经济利益被使用活消耗的模式。如果没有明显的模
式，在报告会计实体时应使用直线摊销法。认为有无限使用寿命的公认的无形资产，不应该
摊销。然而当确定不再有无限的使用寿命时，将开始摊销。摊销方法将遵循与有限使用寿命
的无形资产相同的规则。

对无形资产的直线法摊销的计算与固定资产的直线折旧法是一样的。通常，我们通过借记摊
销费用，贷记无形资产账户来记录摊销。累计摊销账户也可以用来记录摊销。然而从这种账
户获得的信息不会很重要，因为通常无形资产不像固定资产那样占总资产金额较大的比重。

专利是由联邦政府授予的权利。此专有权利使拥有者能够制造、出售、出租，或在有限期间
内以其他方式从发明中受益。专利的价值在于它有产生收入的能力。专利的法律寿命是17
年。对专利所有人的保护始于专利申请时，并从专利被授予的日期开始持续17年。

当购买一项专利时，企业将其记录在专利账户的成本下。企业还将第一次成功defense专利
的法律诉讼成本记入专利账户（假设雇佣的是外面的律师事务所，而不是使用内部法律工作
人员）。这样的诉讼确立了专利的有效性，从而增加了其服务潜力。此外，企业借记购入的
所有competing专利成本到专利账户，以确保其自己的专利产生收入的能力。

企业将在购入的专利的有限寿命（不会超过其法律寿命）内摊销专利成本。如果一项专利价
值40,000美元，有10年的使用寿命，记录专利和定期摊销的日记账分录是：

对于一项没有完全摊销前变得毫无价值的专利，企业将专利账户中的未摊销余额费用化。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内部开发一项产品、流程或以后会获得专利理念时，所有的研究与开
发费用必须费用化，而不是资本化。在前面的示例中，公司将购入专利的成本摊销到其10年
的使用寿命中。如果该专利是内部产生的产品或流程的结果，按照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2
号说明，该公司应将其40,000美元的成本费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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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是联邦政府授予的一种专有权利，以保护创作者的科学作品、艺术、文学作品防止被其
他人非法复制或再现。版权的有限使用寿命是创作者的寿命再加上50年。多数出版物都有有
限的寿命；一名创作者可以基于直线折旧法将版权的成本摊配到费用，或者基于耗用或消费
经济效益的模式。

特许经营权（franchise）

在会计中，商誉（goodwill）是属于企业的一种无形价值，形成于企业的管理技巧或专门以
技术及在客户中形成的良好声誉。一个企业的价值可能会高于企业所有的有形资产以及可辨
认无形资产的总公平市场价值。这超出的价值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投资的每一美元产生的
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因此，一家公司的商誉证明是其产生超额收入或收益的能力。

在会计界，只有购买商誉后，会计记录中才会记录商誉账户。企业不能只单独购买商誉；它
必须购买一家公司或其中的一部分，所获取的附带的无形资产，即商誉。

举例说明，假设伦诺克斯公司（Lenox Company）花费700,000美元购买了马丁公司
（Martin Company）所有的资产。伦诺克斯公司也同意承担马丁公司所欠的350,000美元
的抵押票据。商誉是购买企业所支付的数额包括承担的债务（700,000美元+350,000美元
=1,050,000美元）与购买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注意Lenox将会使用资产的公平
市场价值而不是账面价值来确定商誉的数额。下面的计算是关于伦诺克斯公司购买的商誉：

这75,000 美元就是伦诺克斯公司记录为无形资产的商誉；该公司以公平市场价值记录其他
所有的资产and the liability at the amount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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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2 部分资产负债表

企业的商誉具体包括良好的信誉、 客户的忠诚、优良的产品设计、没有被记录的无形资产
（由于是内部开发）和优越的人力资源。由于这些积极因素不可能一一量化，当它们组合在
一起时，就构成了商誉。记录商誉的购买的日记账分录如下：

无形资产商誉不需要摊销。定期对商誉检测以检查其残损情况。在持续经营（或类似的标
题）的收入小计前，任何商誉残损损失的数额作为一个单独行被记录在损益表中。将按相同
的数额减少商誉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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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2，为某公司的部分资产负债表。与固定资产和自然资源不同，无形资产在资产负债
表中通常记录净额。

11.3 分析与使用财务成果—总资产周转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确定资产的生产效率时，管理人员可能会将一年资产周转率与上一年的作比较。总资产周
转率（Total assets turnover）显示的是销售数额与企业经营中使用的平均资产总额的关
系。该比率的计算公式是：

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几个真实公司最近一年的总资产周转率，如下所示：

总资产（千美元）

销售收入净

额
年初 年末

平均资产总

额
周转率

公

司
（千美元）

保

洁
39,244,000 34,366,000 37,374,300 35,870,150 109.41%

泰

科

国

际

28,931,900 32,344,300 40,404,300 36,374,300 79.54%

金

博

国

际

1,261,171 723,651 678,984 701,318 179.83%

11.3.1 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通过比较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成本减去最新的累计折旧）和售价，企业可以计算出售
该资产是获得收益还是出现亏损。如果售价大于账面价值，企业获得收益，如果售价小
于账面价值，企业出现亏损，如果售价等于账面价值，那么既没有收益也没有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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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项资产从服务过程中淘汰时，该资产的成本和累计折旧必须从固定资产账户冲销。
• 有时，固定资产由于意外损坏，或者毁于火灾、洪水、 暴风雨或其他原因。如果没有

对资产投保，那么出现的亏损等于其账面价值。如果对资产进行了投保，只有超出从保
险公司获得的补偿的那部分损失才会被记入亏损账户。

• 在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币资产的交换中，企业记录收到的资产以：（1）新资产明确的
现金价格，或者（如果没有明确的现金价格）（2）交换换出资产的已知公平市场价值
加上一部分现金支出。

• 在不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币资产的交换中，企业以旧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支付的现金记
录新资产。

民族视角：ABC公司
在2010年税法变更许可商誉摊销的税收目的前，ABC公司以收1000万美元的

价格收购了XYZ公司。 ABC收购了以下资产：

一位有着良好声誉的经验丰富的评估师以公允市场价值为依据进行了资产价值

评估。 ABC公司还承担了向XYZ公司支付50,000美元应付账款的债务。

John Gilbert，ABC公司的会计师，准备了以下记录购买的日记账分录：在向

ABC公司总裁解释分录时，Gilbert指出资产应以市场公允价值进行记录。他同

时声称商誉摊销既不能作为会计目的也不能作为税收目的

应收账款（+A） 80,000

库存商品（+A） 300,000

建筑物（+A） 4,000,000

土地（+A） 4,000,000

设备（+A） 700,000

商誉（+A） 1,970,000

应付账款（+L） 50,000

现金（-A） 10,000,000

记录购买XYZ公司

总裁回击道，“在我们购买时商誉摊销是被禁止的，把它算作收购成本的一部分对

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此外，评估是非常不准确的， 也许我们的其他资产比评估

师指出的要高出许多。我希望你能将商誉减少到470,000美元然后将这150万美元

分配到建筑物和设备费用中。然后，我们能够 从这些资产的折旧中得到利益。如

果需要的话，我会去找一个愿意支持这种新的分配方案的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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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Gilbert反对时，总裁指出，“如果你还想和我们一起有个未来的话，你就要站在

我们这一方。我们仅仅是不愿失去那部分减免的税收。”Gilbert担心如果他不同意

的话，他很快将会失业。

• 折耗费用通常是产量法计算的。总成本除以应计折旧资产的估计总产量。此计算规定了
单位产品的消耗成本乘以当年产量是该年度的损耗成本。

• 应计折旧资产总产量包括（1）资产本身贬值或（2）自然资源损耗。定期折旧费用通
常是使用产量法计算的。使用这种计算方法可以使固定资产的贬值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匹
配起来。

• 无形资产的收购成本仅仅包括直接购买成本。如果无形成本是内部产生的，它的成本立
即归为费用。

• 无形资产应在其有限的可使用年限内摊销。摊销方式应根据经济利益的使用模式进行选
择。如果没有明显的模式，就是用直线摊销法。

•

11.3.2 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2007年1月2日，Darton 公司花费36,000美元现金购买一台机器。该机器的预计使用
寿命是6年，预计残值是1,800美元。Darton 公司使用直线折旧法计提折旧。

a. 计算该机器2010年7月1日的账面价值。

b. 假设2010年7月1日处置该机器。编制处置该机器的日记账分录，使用下面的相关假设：

• 出售该机器获得12,000美元的现金收入。
• 出售该机器获得18,000美元的现金收入。
• 将该机器和24,000美元的现金换入一台价值39,000美元的新机器。该交换具有商业形

态。
• 由于火灾，该机器被完全毁坏。Darton 公司预计能从保险公司获得10,800美元的现金

补偿，

问题 B 2010 年 1 月 1日，霍华德公司（Howard Company）花费8,000,000美元购入一块
包含用材林的不动产。待将木材移除后，该土地价值3,200,000美元，将出售给另一方。开
发该地皮的成本是800,000美元。建造一栋建筑物的成本是160,000美元。该建筑物的预计
物理寿命是20年，预计残值是80,000美元。预计可以砍伐50,000,000板英尺的木材，第一
年，砍伐了16,000,000板英尺。霍华德公司使用工作量法对建筑物计提折旧。

编制会计分录以记录：

a. 该不动产的购置成本。

b. 开发成本。

c. 第一年的折耗费用。

d. 建筑物第一年的折旧费用。

问题 C 2010 年 1 月 2日，贝德福德公司（Bedford Company）花费30,000美元购买了一个
有10年转租协议的仓库。该公司还将支付每年6,000美元的租金。对该仓库改良花费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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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例如增加照明灯具、更换天花板、加热系统和装货场地。这些改良物的预计使用寿命
是12年，没有残值。

编制会计分录以记录：

a. 转租该仓库支付的款项。

b. 第一年支付的房租。

c. 改良租赁资产支付的款项。

d. 第一年租赁的摊销费用。

e. 第一年租赁资产改良物的摊销费用。

11.3.2.1 问题解答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解答 A

a.
DARTON COMPANY

2010年7月1日计算

账面价值的明细表

成本 36,000美元

减累计折旧：

(35,000-1,800)/6=5,700

5,700 × 31 1/2= 19,950

19,950

账面价值 16,050

b.（1） 现金（+A） 12,000

累计折旧—机器（+A） 19,950

处置固定资产的损失（-SE） 4,050

机器（-A） 36,000

记录出售该资产出现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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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金（+A） 18,000

累计折旧—机器（+A） 19,950

机器（-A） 36,000

处置固定资产的收益（+SE） 1,950

记录出售该资产获得的收益。

（3） 机器（新）（+A） 39,000

累计折旧—机器（+A） 19,950

处置固定资产的损失（-SE） 1,050

机器（旧）（-A） 36,000

现金（-A） 24,000

记录机器的交换。

该交换具有商业形态。

（4） 保险公司的应收账款（+A） 10,800

累计折旧—机器（+A） 19,950

火灾损失（-SE） 5,250

机器（-A） 36,000

记录机器的亏损。

问题解答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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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问题解答C

a.

b.

c.

d.

497



e.

11.3.3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对错

判断下面的语句是否正确。

1. 如果一项固定资产完全计提折旧后仍然还在使用，那么还可以继续计提折旧，超过其成
本。

多项选择题

为每个以下问题选择最佳答案。

当一项完全计提折旧的资产仍在使用中时：
a.应该调整往年的折旧额。
b.资产的成本应该调整到其账面价值。
c.应该冲销一部分折旧额。
d.分类账中的成本及累计折旧应保持不变，并且不再计提折旧。
e.应该冲销账面价值。

用一辆价值45,000美元，预计残值为4,500美元，原始使用寿命为5年的卡车换入一辆新卡
车。新卡车的现金价格是57,000美元，并收到22,500美元的抵换折让。使用直线法对旧卡车
已经计提了三年的折旧。新卡车将被记录在：
a. 55,200美元。
b. 57,000美元。
c. 34,500美元。
d. 43,200美元。
e. 以上都不正确。

花费375,000美元购入一块包含一个矿井的土地，该矿井预计可以提炼出1,000,000吨的矿
石。当矿床全被开采完后，土地价值75,000美元。如果第一年这1,000,000吨的矿石完全被
开采并出售，那么记入这一年的费用的折耗费用是：
a. 300,000美元。
b. 37,5000美元。
c. 3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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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75,000美元。
e. 以上都不正确。

布朗公司（Bren Company）花费36,000美元购入一项专利。该专利的预计有限使用寿命是
10年，尽管其法律寿命是17年。第一年的摊销费用是：
a. 36,000美元。
b. 3,600美元。
c. 2,118美元。
d. 3240美元。
e. 以上都不正确。

11.3.4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应该何时出售可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如何衡量收益或亏损？
• 一项成本是27,000美元，相关累计折旧账户余额是27,000美元的固定资产仍然在企业

经营中使用。请问继续记录该资产的折旧是否恰当？请解释说明。资产的成本以及累计
折旧应该何时从会计记录中冲销？

• 用一台机器以及22,500美元的现金交易换入一辆配送卡车。该交换具有商业形态。应该
如何衡量该配送卡车的成本？

• 用一项固定资产交易换入一项同类型的新资产。应该如何确定新资产的成本？
• 在不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币资产的交换中，产生的收益是不被认可的。讨论为什么如

此。
• 对于拆除一项旧资产的成本，恰当的会计处理是怎样的？

◦ 区分折旧、折耗、摊销。分别列举需要提折旧、提折耗、摊销的资产。
◦ 区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classify the assets named in part (a) accordingly。

• 一栋预计物理寿命为40年的建筑物建造在一个煤矿旧址上。该煤矿预计20年内被完全
开采。在这段时间之后，应该对该建筑物计提折旧吗？假设在所有的煤炭都被开采后，
将会丢弃该建筑物。

• 无形资产的特征是什么？举例说明一项没有物理形态，但并没有被归类为无形资产的资
产。

• 将大多数研究与开发成本直接作费用化处理的原因是什么？
• 应该在什么时间长度内对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 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的发生成本应该在资产账户中作资本化处理吗？
• 描述一项专利的典型会计处理。
• 2010年期间，哈代公司（Hardy Company）在其实验室中开发一项专利的研究与开发

成本是123,000美元，该专利生效日为2010 年 12 月 29 日。法律费用（外聘法律顾
问）以及其他与专利注册相关的费用共计22,800美元。在2010 年 12 月 29 日，应该记
录的该专利的成本数额是多少？

• 什么是资本租赁？资本租赁的特征是什么？
• 租赁物（基于经营租赁合同）与租赁资产改良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适用于两者的会

计实务过程有区别吗？
• 沃尔特公司（Walt Company）租用了一块土地40年，每年的租赁费是18,000美元。该

租约的生效日期是2009年 7 月 1 日。在2009年的最后六个月中，沃尔特公司花费
450,000美元在该土地上建造了一栋建筑物。该建筑物于2010年1月2日投入经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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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预计该建筑物有50年的物理寿命。该建筑物应该在什么期间内计提折旧？为什
么？

• 你发现某个商店似乎有稳定的顾客流、有利的地理位置、礼貌的员工、高质量的商品以
及公正地处理客户、雇员和供应商之间问题的声誉。Does it follow automatically that
this business should have goodwill recorded as an asset?请解释说明。

11.3.5 练习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 A 一台原始成本为32,400 美元的厂房设备，在其累计折旧账户的最新余额为21,600美
元时，以8,100美元的价格被出售。

a. 编制记录出售该资产的日记账分录。

b. 如果在移动该设备时，发生了90美元的拆除费用。编制记录出售该资产的日记账分录。

练习 B 2009 年 8 月 31 日，Hutch Company以6,900美元的现金价格出售一辆卡车。该公
司于2006 年1 月 1 日花费17,400美元购入该卡车。截至2008 年12 月 31 日，对该卡车的折
旧已经计提了10,800美元（使用直线折旧法、4年的预计使用寿命、3,000美元的预计残
值）。

编制对该卡车计提折旧到2009年8月31日的日记账分录，记录该卡车的出售。

练习 C 一台原始成本为120,000美元的机器，在其累计折旧账户的最新余额为90,000美元
时，完全毁于一场火灾。根据下面不相关的假设，什么日记账分录应该记录机器遭受的破坏
以及由于火灾造成的损失？

2004 没有对该机器进行投保。

2005
对该机器进行了投保，预计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22,500美元的补

偿。

练习 D 卡莱公司（Kale Company）于2007年1月1日花费35,100美元购入一辆汽车，当
时，该汽车的预计使用寿命是4年，预计残值是2,700美元。使用直线折旧法，对其进行折
旧，直至2009年12月31日。在2010年1月1日，将该汽车交易换入一辆新汽车。旧汽车的公
平市场价值（抵换折让）是6,750美元。该公司还支付了31,050美元的现金。该交换具有商
业形态。

根据一般会计准则，编制日记账分录以记录该交换。

练习 E 一台原始成本为330,000美元的设备，在其累计折旧账户的最新余额为225,000美元
时，于2009年1月2日被处置。根据下面不相关的假设，什么日记账分录应该记录对该机器
的处置？

b. 以120,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该设备。

c. 以87,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该设备。

d. 该设备被淘汰，并被拖运到废品清理场，没有回收到有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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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将该设备换入一台价值450,000美元的相似的新设备。收到150,000美元的抵换折让，现
金支付了剩余成本。该交换没有商业形态。

f. 将该设备换入一台价值450,000美元的相似的新设备。收到75,000美元的抵换折让，现金
支付了剩余成本。该交换具有商业形态。

练习 F 诺拉矿业公司花费630,000美元购入一块包含矿石的土地。在花费90,000美元的勘探
成本后，该公司发现在这块土地下存在600,000吨的矿石，但是只能开采其中的500,000
吨。没有发生其他费用。当该公司开采完这块土地的矿石后， 预计该土地价值180,000美
元。确定每吨矿石的折耗成本。

练习 G 博伊德公司（Boyd Company）支付7,200,000美元获得从一块预计可以开采出
10,000,000吨矿石的权利。第一年期间，博伊德公司提炼了1,000,000 吨的矿石，出售了其
中的800,000 吨。在第一年中，7,200,000美元中的多少应该被记入费用？

练习 H 板岩矿业公司花费675,000美元购入一块用于开采煤矿的土地，其中还有一栋建筑
物，该土地没有预计残值。尽管这栋建筑物有10年的使用寿命，但采矿作业预计只能持续6
年。该公司发现在这块土地下存在800,000吨的煤矿，但是只能开采其中的600,000吨。如
果第一年提炼了100,000吨的煤矿，那么使用工作量法计提折旧，折旧费用是多少？

练习 I 1995 年1月1日，Talse Company共花费61,200美元购入一项专利。2006年1月，该
公司聘请外部的律师事务所，在一起诉讼中成功地保护了该专利不受侵害。支付的法律费用
是13,500美元。2009年应该摊销的专利成本是多少？（该专利的有限使用寿命与其法律寿
命相同—17年。）

练习 J 莱亚公司（Rye Company）花费900,000美元购入Shef公司的所有资产。莱亚公司还
同意承担Shef公司90,000美元的债务。莱亚公司所取得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是810,000美
元。在此次交易中，应该记录多少数额的商誉？编制记录自此交易的日记账分录。

11.3.6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奥尔公司（Orr Company）将一辆价值18,000美元，最新累计折旧已经记录了
15,000美元的汽车交易换入一辆价值34,500美元的新汽车。该公司收到了旧汽车的2,100美
元的抵换折让，并支付了剩余的现金差额。该交换具有商业形态。

编制会计分录，记录此次汽车的交换。

问题B 2007 年1月2日，布莱克公司（Blake Company）花费78,750美元购入一辆配送卡
车。该卡车的预计使用寿命是6年，预计残值是6,750美元。使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a. 编制明细表，计算2009年12月31日该卡车的账面价值。

b. 假设该卡车于2010年7月1日被处理。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截至 2010年6月30日，这六
个月的折旧。

c. 根据以下各不相关假设条件，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2010年7月1日该卡车的处置。

i. 以26,250的价格出售卡车。

ii. 以48,000的价格出售卡车。

iii. 该卡车从服务过程中淘汰，预计出售废弃物料可以收回20,6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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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将该卡车以及60,000美元的现金交易换入一台价值105,000美元的办公设备。该交换具有
商业形态。

v. 将该卡车以及67,500美元的现金交易换入一辆价值112,500美元的配送卡车。该交换不具
有商业形态。

vi. 在一次事故中，该卡车被完全毁坏。预计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25,500美元的补偿。

问题C 2009年10月1日，伊戈尔移动公司（Eagle Moving Company）用一辆2007型号的卡
车交换购入一辆新搬运车。新车的现金价格是33,750美元，该公司收到了2007型号卡车
5,600美元的抵换折让，并支付了剩余的现金差额。该2007型号卡车于2007年1月1日花费
22,500美元购入，预计使用寿命为3年，没有预计残值，使用直线法计提折旧，一直记录到
2008年12月31日。该交换没有商业形态。

编制日记账分录，更新折旧，并记录此次交换。

问题D 2009年1月1日，莫耶公司（Moyer Company）一些会计账户中的余额如下：

资产 累计折旧

土地 624,000

租赁物 780,000

建筑物 3,425,760 286,650

设备 2,995,200 1,389,960

卡车 449,280 158,790

• 租赁物包括一块2005年1月1日租入，租期为20年的土地。
• 建筑物1在公司自己的土地上，并于2008年7月1日建成，花费1,965,600美元；该建筑

物的使用寿命是40年，没有预计残值。建筑物2位于租入的土地上，于2005年7月1日
建成，花费1,460,160美元；其使用寿命是40年，没有预计残值。

• 设备的预计使用寿命是8年，没有预计残值。
• 卡车A，购买于2007年1月1日，花费149,760美元，预计预计使用寿命是2.5年，预计

残值是9,360美元。卡车B，购买于2007年7月1日，花费131,040美元，预计预计使用
寿命是2年，预计残值是21,840美元。卡车C，购买于2008年7月1日，花费168,480美
元，预计预计使用寿命是3年，预计残值是21,060美元。

2009年发生了下列事务：

1月2日，支付租入土地2009年的租金87,360美元。

4月1日，用卡车B交易换入卡车D。新卡车的现金价格是149,760美元。旧卡车的抵换折让为
28,080美元。公司支付剩余现金差额。卡车D的预计使用寿命是20年，预计残值是9,360美
元。该交换具有商业形态。

4月1日，以28,080的现金价格出售卡车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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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2009年发生的事务，假设以日历年为一个会计期间，调整账目，记
录2009年12月31日的会计分录。使用直线折旧法。

问题 D 2009年1月2日，约克矿业公司（York Mining Company）花费1,800,000美元购入
一块地下藏有矿床的土地。勘探和开发成本共计192,000 美元。土地的预计残值是360,000
美元。该矿床预计包含6,000,000吨的矿石。目前的技术只允许经济开采总矿藏的85%。机
器、设备以及临时安装的库房花费255,000美元。当矿体被开采完后，该资产对公司将不再
有价值。该资产的物理寿命是12年。2007年开采了200,000吨的矿石。由于每年产量的变
化，该公司预计这些矿石将在10年内被耗尽。

• 计算2009年的折耗费用。四舍五入到美分。
• 使用工作量法计算2009年的折耗费用。
• 如果除了折耗费用，其他所有的开采成本共计1,260,000美元，那么2009年开采每吨矿

石的平均成本是多少？

问题E 2009年1月2日，东方公司（East Company）花费249,900美元购入一项专利。其管
理部门认为该专利的有限使用寿命是 17 年。2010年1月，该公司聘用外部的律师事务所，
在一起诉讼中成功地保护了该专利不受侵害，花费48,000美元。此外，在2010年1月，该公
司支付72,000获得一项如果被竞争对手使用，将使东方公司之前的专利失效的专利。购入的
这项专利将永远不会被使用。

编制会计分录，记录2009年与2010年与专利有关的的信息。

问题F 以下是关于Long公司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一些事务处理以及其他一些数据。

• 2009年1月2日，该公司租用一栋建筑物的第二层5年，并且提前支付了第一年和第五年
的租金，每年18,000美元。

• 2008年，公司支付外部的律师事务所54,000美元申请一项专利，还支付18,000美元给
公司的一名前员工，因为该员工设计的一台设备可以大幅削减生产一种产品的成本。该
设备上的专利的市场价值为540,000 美元，预计使用寿命为10年。

• 2008年，该公司租用一栋经营性租赁的建筑物10年，直接支付了36,000美元的现金，
并同意在10年租约的每一年年末支付18,000美元。然后，该公司花费72,000美元安装
隔板、棚架和固定装置。这些项目通常能持续使用25年。

• 该公司花费21,600美元以一种它认为可以大大提升商标价值的方式推广公司的商标品
牌。该商标有无限的使用寿命。

• 该公司2008年花费180,000美元，2009年花费234,000美元用于研究和开发新产品，该
新产品预计至少可以提高公司五年的收入。

• 2009年7月2日，该公司出版一本书，并支付给该书作者180,000美元。预计自此两年后
销售该书。

对于上述描述的每一种情况，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2009年发生的费用。

11.3.7 补充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补充问题 A 2010年12月31日，雷公司用一辆2008型号的汽车交易购入一辆2010型号的汽
车。新汽车的现金价格是28,080美元，该公司还获得4,320美元的抵换折让。2008型号的汽
车于2008年1月1日花费20,700美元购入，预计使用寿命为4年，预计残值为2,700美元，使
用直线法计提折旧，一直记录到2009年12月31日。该交换具有商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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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2010年的折旧费用。
• 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汽车的交换。

补充问题B 2007年1月1日，Wood公司花费43,200美元购入一辆卡车。该卡车的预计使用寿
命是6年，预计残值是5,400美元。使用直线法计算该卡车的折旧。

• 编制明细表，计算该卡车2009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
• 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截至2010年6月30日，6个月的折旧费用。
• 根据以下不相关假设，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2010年6月30日对卡车的处置。

◦ 以3,600美元的现金出售卡车。
◦ 以25,200美元的现金出售卡车。
◦ 该车报废，从使用过的零件中回收了价值6,660美元的废弃物料。
◦ 用该卡车（公平市场价值为10,800美元）以及32,400美元的现金交换获得一辆二

手挖土机，该机器没有具体的市场价值。该交换具有商业形态。
◦ 用该卡车以及29,700美元的现金交换获得另一辆价值51,300美元的卡车。该交换

没有商业形态。
◦ 7月1日，该卡车被偷，预计可以获得7,560美元的保险收益。

补充问题C 2009年10月1日，凯因公司（Kine Company）用一台模型I交换购入一台新的模
型II计算机。新计算机的现金价格是24,960美元；该公司收到9,300美元的抵换折让。旧计算
机购于2007年1月1日，花费23,040美元，预计使用寿命为4年，预计残值为3,840美元，使
用直线法对该计算机计提折旧，一直记录到2008年12月31日。该交换具有商业形态。

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此次交换。

补充问题D 2009年7月1日，摩根公司（Morgan Company）一些会计账户的余额如下所
示：

资产 累计折旧

土地 672,000

租赁物 252,000

建筑物 3,151,680 369,768

设备 1,370,880 436,800

卡车 238,560 71,652

租赁物包括一块于2004年7月1日租入的经营性租赁土地，租期为25年。

办公大楼位于租赁的土地上，于2005年7月1日建成，花费967,680美元；其物理寿命为40
年。厂房位于公司自己的土地上，于2004年7月1日建成，花费2,184,000美元；使用寿命为
40年，没有预计残值。

设备有15年的使用寿命，没有预计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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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拥有三辆卡车—A，B，C。卡车A 购买于2007年7月1日，花费53,760美元，预计使
用寿命为3年，预计残值为3,360美元。卡车B购买于2008年1月2日，花费84,000美元，预
计使用寿命为4年，预计残值为6,720美元。卡车C购买于2009年1月2日，花费100,800美
元，预计使用寿命为5年，预计残值为10,080美元。

下列的事务发生在截至2010年6月30日的会计年度：

2009

7月1日，支付2009年7月1日到2010年6月30日的租金，31,920美元。

10月1日，用卡车A换入卡车D。新卡车的现金价格是107,520美元。支付了90,720美元的现
金。卡车D的预计使用寿命为4年，预计残值为5,880美元。该交换没有商业形态。

2010

2月2日，以47,040的现金价格出售卡车B。

6月1日，卡车C毁于一次事故。没有对该卡车进行投保。

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这些事务，调整账目，编制 2010年6月30日的会计分录。使用直线折
旧法。

补充问题E 2008年12月，布朗公司（Brown Company）花费2,700,000 美元购入一矿山。
该矿井预计包含10,000,000 吨的矿石，只可经济开采其中的4,000,000 吨。当所有矿石都被
耗尽后，预计土地将价值240,000美元。在该地产上建造一栋建筑物花费360,000美元。该
建筑物的预计使用寿命是35年，没有预计残值。安装专门的采矿设备花费495,000 美元。该
设备的预计使用寿命是7年，预计残值是33,000美元。该公司于2009年1月1日开始运作，在
该日期将其所有资产投入使用。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这一年中，共提炼了400,000吨的矿
石。该公司决定使用工作量法计提建筑物的折旧，使用直线法计提设备的折旧。

编制日记账分录，计算截至2009年12月31日这一年的折耗费用和折旧费用。

补充问题F 2009年1月2日，特拉斯克公司（Trask Company）花费108,000美元购入一项专
利。该专利预计有10年的使用寿命。这108,000美元的成本被记入资产账户，并于2009年对
其进行摊销。2010年1月1日，该公司在一起诉讼中，花费32,400美元的法律费用成功保户
一项专利不受侵害。该法律工作是由外部的律师事务所执行的。

h. 编制会计分录，计算专利2009年的摊销费用。

i. 编制会计分录，计算专利2010年的摊销费用。

补充问题G 格兰特公司的一些会计事务及数据：

• 该公司于2006年1月花费144,000美元购入一项专利，并在其10年的有限使用寿命内对
其摊销。2008年1月，该公司聘用外部的律师事务所成功打赢一场侵权诉讼，花费
38,400美元。

• 2008年发生43,200美元的研究与开发费用，预计可以为随后的三年带来利润。
• 2009年1月2日，该公司租用一间仓库5年，每年租金为9,600美元。预先支付第一年和

最后一年的租金。
• 2009年期间，该公司花费共计96,000美元，提升其影响力较小的商标品牌，预计使用

时间为20年。
• 2007年1月，该公司支付192,000美元购入另一家公司的所有资产，并承担其所有债

务，这一数额远远超过了所购入的确认的资产公平市场价值减去承担的债务。该公司预
计支付的192,000美元可使未来10年（有限的使用寿命）的现金流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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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这些不相关的事务，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这些账目（required for 2009. Note
any items that do not require an entry in 2009.）

11.3.8 批判性思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案例A 当你审核雪莉公司（Shirley Company）的固定资产账户时，下面的会计事
务引起了你的注意。2009年1月2日，机器A交易换入机器B。雪莉公司于2007年1月2日花费
90,000美元购入机器A，该机器的预计使用寿命是4年，没有预计残值，使用直线法对该机
器进行折旧。机器B的现金价格是108,000美元。此外，对机器A 来说，此次交换损失了
30,000美元。机器B的预计使用寿命是5年，没有预计残值，使用的折旧方法是直线法。该
交换没有商业形态。进一步的分析后，你发现该公司将此次交换记录为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
币资产间的交换。现在，你必须确定下列事项：

j) 在记录此次交换时，雪莉公司所做的日记账分录是什么？（给出计算过程。）

k) 雪莉公司应该如何编制日记账分录，以记录此次机器的交换？

l) 假设2010年12月31日发现了这个错误，此时还没有调整日记账分录。应该如何编制日记
账分录，以更正会计记录？（调整往年的净收入，因为这个错误应借记或贷记到留存收
益。）应该如何调整日记账分录，以记录2010年的折旧？（忽略所得税。）

m) 该错误对2009年的净收入报告有什么影响？（忽略所得税。）

n) 应该如何报告201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上的机器B ？

商业决策案例B 目前，许多公司正在寻找收购机会。泰尔公司（Tyre, Inc.,）正在决定是否
购买阿米特公司（Amite Company）或博曼公司（Beauman Company）。泰尔公司已聘
请你作为顾问分析两家公司的财务信息，并确定更有利的收购。你审查的这两家公司的账簿
的结果显示阿米特和博曼两家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公平市场价值如下所示：

账面价值 公平市场价值

应收账款 150,000 150,000

库存商品 450,000 750,000

土地 375,000 675,000

建筑物 450,000 1,050,000

设备 180,000 300,000

专利 120,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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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任何一家公司应承担的负债包括应付账款，300,000美元，应付票据，75,000美元。

两家公司的唯一区别是阿米特公司的净收入为该行业的平均水平，博曼公司的净收入大大高
于该行业的平均水平。

泰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要求你以书面形式反应以下可能的情况：

• 假设泰尔公司可以花费2,700,000美元购买阿米特公司或3,450,000美元购买博曼公司。
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对阿米特公司或博曼公司的收购。对这两家公司的购买价格的会
计处理的区别是什么？

• 假设泰尔公司可以花费2,700,000美元购买任何一家公司。编写一份报告，建议泰尔公
司应该购买哪家公司。

年度报告分析C Rational Software 公司的任务是确保客户成功构建他们所需要的软件系
统。使用以下Rational Software 公司的年度报告摘要，计算该公司2004 年和2003 年的总
资产周转率。（单位以千美元计。）

2004 2003 2002

净销售额 814,935 572,190 411,816

总资产 1,709,323 1,225,776 453,956

以书面报告形式，讨论总资产周转率的含义以及该比率对管理者和投资者意味着什么。使用
你所计算的Rational Software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你的报告中的一个范例。

伦理案例 D 基于 ABC 公司关于伦理案例中所述的情况，以书面形式回应以下问题。

d) 基于约翰吉尔伯特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后果是什么？

e) 假设董事长找不到另一个评估师以支持新的分配，如果你是吉尔伯特，你会怎么办？

f) 假设董事长可以找到一个评信誉良好的估师以支持新的分配，如果你是吉尔伯特，你会怎
么办？

Group project E 两三个学生一组，查找一份最近的年度报告，其中资产负债表上要包括无
形资产。每组出一名成员做一次简单演讲，讨论报表账面上以及财务报表注释中披露的无形
资产。所有成员都应该准备讨论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的无形资产。

Group project F 两三个学生一组，去图书馆查找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表的财务会计准
则公报第二号，“研究和开发成本的会计处理”。编写一份关于该准则主要内容的报告提交给
你的老师。例如，替代方案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董事会认为所有发生的研究与开发成本都应
该作费用化处理？

Group project G 两三个学生一组，去图书馆查找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表的财务会计准
则公报第一百一十二号，“长期资产的损耗以及长期资产的处置的会计处理”。编写一份关于
该准则主要内容的报告提交给你的老师。例如，“损耗”是什么意思，以及产生的原因是什
么？如何确定一项资产可能发生了损耗？此外，查阅一些背景信息，说明为什么这对FASB
发挥作用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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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 使用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视角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请访问Microsoft 网站上的会计新闻：

http://sba.microsoft.com/apnews/default.asp

单击每个图标，以查看该网站上的有用信息。浏览任何你感兴趣的区域。会计从业者如何充
分利用该网站？编写一份报告提交给你的老师，总结本网站提供的功能。

请访问小企业管理局网站：

http://www.sba.gov

假设你要开始经营一家小型企业。你将会在本网站上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该网站会提供关
于如何融资的信息吗？浏览此网站，看看它都提供什么功能。然后编写一份报告提交给你的
老师，总结本网站提供的有用信息的类型。

11.3.10 自我检测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对错

1. 错误。对于已经提完折旧的资产不会再计提折旧。
2. 正确。以收到的资产或放弃的资产中较显著的公平市场价值记录新资产。
3. 错误。应该根据折耗费用将土地的残值从总资产中扣除。
4. 错误。只有有有限使用寿命的无形资产才应该进行摊销。

多项选择题

d. 知道资产被处置，否则其成本及累计折旧不应该从账户中冲销。

a. 在交换日期，旧卡车的账面价值是20,700美元（45,000美元减去24,300美元的累计折
旧）。22,500美元的抵换折让表明该交换获得 1,800美元的收益。在不具有商业形态的非货
币资产的交换中，收益是不被确认的，但是可以减少新资产的成本。因此，新卡车的成本是
55,200美元 （57,000美元减去1,800美元），并不确认收益。

c. 第一年的折耗费用是：

每吨折耗费用=（375,000–75,000）/1,000,000=0.30美元

每年的折耗费用=0.30×100,000=30,000美元

因为开采出的矿石全部被出售，这30,000美元全部作为出售矿石的成本，作费用化处理。

b. 该专利在10内进行摊销：

每年的摊销费用=36,000/10=3,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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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2 股东权益：股本的类别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描述公司组织形式的优缺点。
• 列出通常与股本相关联的值，并给它们的定义。
• 列出各类股票并描述它们之间的区别。
• 编制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
• 记录股票发行的会计处理。
• 确定优先股和普通股股票的账面价值。
• 分析和使用财务结果—普通股权益回报率。

会计师作为一个企业的财务主管

大多数人认为股票市场是一个的买、卖股票的地方。不过，很少人会思考这种交易的另一
面。股票市场的原始目的是允许公司筹集需要的资金，以开拓新市场、创造新产品、开新店
和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股票最初的公开发行（即上市）是上市公司历史中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

对大多数个人投资者来说，交易是由股票经纪人做的。是谁在处理公司内部的股票交易？这
人便是公司的财务主管或执行财务职能的人。此角色要求具有良好的会计及财务背景。

当一家公司决定发行债券或发行股票时，财务主管负责将交易的成本降至最低。财务主管与
投资银行家和律师紧密合作，以获得依据政府和联邦法律发行股票或债券的权利。当一家公
司第一次发行股票时（初次公开发行，IPO），需要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第一次公开披露
的信息进行全面审核。财务主管或会计师必须准备好所谓的招股章程。其中，招股章程包括
用于确定IPO价格的财务会计信息。

财务主管负责保管公司所有和公司控制的股票。财务主管在现金和股票红利的分配过程中也
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最初此职位的职责在于控制公司现金的流入和流出。而今，公司财务主
管可以参与监管价值数亿的股票，并且获得六位数的薪金。

与之前的章节比较，在本章，您可以更加系统的学习公司的组织形式。尽管股份制公司比个
体经营和合伙制企业数量少，股份制公司拥有大多数的经营资本并且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商品
和服务。

本章谈论公司制的优缺点，并讨论公司在哪些情况时的记录股本。本章的撰写基于美国市
场，因此，您应该注意法律和常用方法或许与其他国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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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股份公司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股份公司是由不同股东共同出资建立并且受法律保护的实体，即，它是独立的的法律主体。
个人的出资赋予公司很多权利和义务，一家公司可以以它的名称签署合同；进行商业交易，
或者持有资产；借入资金；聘用和解聘员工；提出诉讼和被诉讼。

股份公司有很强的得到扩大规模经营活动所需的巨额资本的能力。股份公司通过发型股票获
得资本；股票持有者拥有公司的所有权。投资者基于两个原因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首先，
投资者预计其股票价值会随时间的推移升值，因此在将来出售这些股票会获得利润。其次，
当投资者持有股票时，他们期望公司支付股息（通常是现金）以作为使用他们的金钱的条
件。第13章将讨论不同类型股票的股息及其会计处理。

12.1.1 股份公司的优势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股份公司相对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来说，有很多优势。股份公司与合伙制企业相对于独资
企业有更多的优势。两种公司都比独资企业有更为广泛的投资、风险、责任、人才基础。由
于股份公司与合伙企业有更多的可比性，所以下面将与合伙企业比较的方式解释股份公司的
优势。

• 所有权容易转让。在一个合伙企业中，如果其中一个合伙人不希望其他人参与到企业的
经营中来，那么另一个合伙人不能将企业的经营所有权转让给其他人。但是在一家公开
上市公司中（由许多股东控股），股票是在证券交易所中，在未知的各方间交易的；一
名所有者通常不能支配其他所有者能否向别人出售股票。

• 对公司债务负有限的责任。合伙企业中的所有合伙人都对企业经营的所有债务付无限责
任。在股份公司内，股东不对公司的债务付责任；一个股东可能失去的最高数额是他或
她所有的投资额。但是，当一家小公司（只有少数股东）筹集资金时，银行或贷款机构
往往需要小公司的负责人签署贷款协议，如果最后该公司不能偿还贷款，那么签署协议
的负责人需要承担偿还义务。

• 实体存在的持续性。在合伙企业中，许多情况下，如其中一个合伙人的死亡，可以终止
经营实体。同样的情况在股份公司内并不起作用，因为公司是一个法律实体，独立并区
别于其所有者。

• 容易筹集资金。所有权容易转让和股东有限的责任对于潜在投资者来说是有吸引力的特
征。因此，公司通过向股东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是相对容易的。一个公司有数千名股东的
情况并不少见。

• 专业的管理。一般来说，合伙企业中的合伙者也是企业经营的管理者，哪怕他们欠缺管
理企业的必要专业知识。在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中，大多数所有者（股东）并不参与企
业的日常运作以及管理公司。他们会聘请专业人士管理公司每天运行的业务。

• 所有者与实体分离。由于股份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所有者没有权力约束公司的
商业合同。这一特征消除了企业相互代理的潜在问题，这一问题存在于合伙企业中的合
伙人中。在股份公司内，一个股东不能通过做出较差的决策损害其他股东。

股份公司也有以下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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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重课税。因为股份公司是独立的法律实体，其净收入需要缴纳双重税。公司缴纳所得
税，股东需要支付其所获得股息的所得税。

• 更严格的政府监管。由于股份公司是依法设立的，它们需要比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受到
更大程度的监管和控制。

• 对于低效的管理的反对胶南。由于股份公司的股东分散在全国各地，组织大会投票有一
定的难度，因此当股东不满意现有的管理方式时，很难采取联合行动反对管理层。

• 由于其有限责任，较难筹集资金。股东有限的责任使得股份公司具有有吸引力的手段积
累股东资本。同时，这种有限责任的特点抑制了公司可以积聚的债权人资本的数额，因
为债权人不能指望股东支付公司的债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债权人在没有股东或
公司负责人在公司倒闭时会偿还贷款的个人担保的情况下，是不会借给公司资金的。

股份公司是在各洲内许可成立的。每个洲都会允许有资格的人成立公司。公司创办人努力寻
求各种条件成立公司。大多数洲的公司法要求一家公司最低要有三个创办人，并且创办人都
必须到达法定年龄，同时要求大部分必须是美国公民。

各洲的法律将在自己洲内成立的公司视为国内的公司，将在其他洲成立的公司视为国外的公
司。如果一家公司只打算在一个洲内进行业务往来，它通常需要在该洲内注册成立，因为大
多数洲的法律对待外国公司比本国公司更严格。公司要想开展洲际业务，通常需要在最有利
于的洲内注册成立。考虑选择在哪一个洲内成立公司最重要的条件是该洲授予公司哪些权
力，要考虑税收征收环境、敌对性兼并的防御政策等。

一旦公司创办人决定在公司创办地，他们将申请公司特许经营。公司章程是洲与公司创办人
及其继任者之间的合同，即允许该公司合法存在。允许公司经营的申请书称为成立公司协
议。

在公司注册申请表中填写所需信息后，公司创办人申请在该洲内成立公司的公司章程。每个
洲要求的公司章程信息并不一样，但大多数洲有如下要求：

• 公司的名称。
• 公司主要办事处所在地。
• 公司的业务宗旨。
• 授权的股票数额，股票类别，以及每类股票投票权和分红的权利。
• 创办人（组织公司的股东）支付的资产价值。
• 对公司管理和所有人权力的限制。

关于批准的章程，洲办公室授予经营许可，并创建公司。

一旦公司获得许可，则授权经营其业务。公司创办人会发起第一次股东会议。这个会议的目
的是选出董事会以及表决通过公司的规章制度。

公司的规章制度是由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的一套规则或规定，用以管理企业事务。该规章制
度必须与该洲的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政策和目的一致。该规章制度包括一下规定：（1）召
开年度股东会议的地点、日期和方式；（2）董事会人数以及选举方法；（3）董事会的职责
和权力；（4）选拔公司负责人的方法。

开办费是组织一家公司需要的费用，例如洲内注册费用以及申请注册公司的法律费用。公司
将这些费用记入开办费账户。开办费账户是一种资产，因为在公司的整个寿命期间，该费用
一直能带来利润；如果没有支付该费用那么公司实体将不存在。由于该账户被归类为资产负
债表上的无形资产，该账户在公司的有限使用寿命内进行摊销。实践中，由于这部分费用数
额较小，大多数组织会相当迅速的冲销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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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假设德利兹公司（De-Leed Corporation）向洲支付10,000美元的注册费用，以
及5,000美元的律师服务费用，以获得在该洲内获得成立公司的许可。记录这些费用的会计
明细为：

假设该公司在10年内摊销其开办费，那么记录每年年末的摊销费用的明细为：

股份公司将股东的权力下放到董事会，再到公司的负责人，如圖表 12.1的组织结构图所示。
股东选举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制定公司的各种政策，并选拔主要的负责人，他们将执行这些
政策。

股东（Stockholders）股东没有权利参与公司业务的管理，除非他们担任董事会成员或公
司职员。然而，股东也有一定的基本权利，包括（1）处置其股份的权利，（2）购买与其持
有股份相同份额的新发行股票的权利（称为优先购买权），（3）获得股利的权利，（4）在
清算资产时获得资产的权利，（5）通过在股东大会上投票，间接管理公司。

当发行更多的股票时，优先购买的权利允许股东维持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例如，假设乔顿
拥有X公司已发行股票的10%。当X公司决定再发行1000股的额外股份时，乔顿仍然可以购
买100股（10%）的新股票。如果他决定这样做，那么他仍然保持着在该公司10%的利息。
如果他没有使用其优先购买权，那么该公司可能将股份出售给其他人（脚注40）。

圖表 12.1 典型的组织结构图

通常情况下，公司每年都会召开股东会议。在股东年会上，股东通过对现有问题的表决，如
更改章程、增加即将发行的股票的数额、核准养老金计划、选择独立审计师以及其他相关事
项等，间接管理公司。

在股东大会上，每个股东所拥有的每一只股票都有一票表决权。没有亲自参加股东大会的股
东可以委托他人投票。代理权是由股东签署的一个法律文件，指定的人员有权在股东大会上
行使股东的权利。

董事会由股东选出，董事会主要负责制定公司的政策。董事会任命行政人员，代表他们执行
董事会制定的政策。董事会的具体职责包括：（1）授权合同，（2）宣布股息，（3）建立
管理人员的工资分配制度，（4）筹资决策批准。董事会作出的决定将被记录在其会议纪要
中。对于独立审计师来说，会议纪要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因为它们可以作为记录交易的
通告（如股息声明）或确定某些未来的交易（如大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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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一个公司的章程通常指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头衔和职责。高管的数量以及他们具
体的职称在不同的公司内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都有一位总经理、几位副总经理、一名秘
书、一名财务主管以及一名审计师。总经理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他或她由公司章
程授权雇佣除董事会指定任命外的其他所有必要的员工。

大多数公司有一个以上的副总经理。每个副总经理负责一块特定的经营业务，如销售、工程
或生产。公司秘书记录公司的正式会议以及股东和董事会的会议过程。财务主管负责公司的
资金，并监管公司内部的会计职能。审计师执行会计职能。审计师通常向公司的财务主管作
报告。

12.2 与股本相关的文件、账簿和档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股本是可转让的所有权单位。每一单位的所有权被称为一股股票。通常情况下，在证券交易
所的一个营业日，公司1亿到10亿股的股票（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以及
场外交易）在交易。这些交易很少涉及发行股票的公司作为交易的一方，通常，现有股东出
售其股票给其他个人或机构投资者。

股票证书是打印的文件，以证明持有人拥有若干份额的股本。当出售股票时，股东签字将股
票证书移交给新的所有者，并交给发行公司。当旧的证书到期后，发行公司取消该证书，并
将其附加到其相应的股票证书账簿中的存根。发行公司为其新所有者准备新的证书。要想在
任何时间确定已发行股票的数额，发行方只需要合计在股票证书账簿上公开存根（不附带任
何证书的存根）的股票数额。

一家公司所保持的最重要的记录是股东明细账。股东明细账包含一组显示目前每个股东所持
股票数额明细账账户。由于明细账包含每一个股东的账户，在一个大公司，该账户可能包括
超过100万的个人用户。每个股东的账户显示该股东目前或以前拥有的股票数，证书编号以
及出售或收购股票的日期。账户明细以股数而不是美元为单位。

股东明细账以及股票证书账簿含有相同的信息，但是股东明细账按股东名称的字母顺序进行
了总结。因为股东可能拥有一打或更多的证书，每一个证书代表一定数额的股票，该总结能
够帮助公司（1）确定每个股东所持有的股票股数，即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2）准备
每个股东的股息支票而不是每股证书。

许多活跃交易股票的大公司将保持可靠股票交易记录的任务交给外面的股票转让代理商或股
票分析师。股票转让代理商，通常是银行或信托公司，将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买方和卖方之间
转让。股票转让代理商取消出售股票的证书，发行新股票证书，并在股东明细账中给出相应
的明细条目。他将新证书发往股票注册商，通常是另一家银行，保持已发行股票的的独立记
录。这种控制系统使得公司员工很难频繁发行股票证书，以窃取收益。

会议纪要，一直由公司的秘书保管，是（1）对股东和董事会会议内容的记录，（2）公司高
管采取的某些行动的书面授权。请记住，董事会和股东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必须与公司的故障
制度和章程保持一致。会议纪要包含了各种数据，包括：

• 公司章程的副本。
• 公司规章制度的副本。
• 董事会宣布的股息。
• 收购主要资产的授权。
• 借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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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或坚持股本的授权。

12.3 有面值股票与无面值股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很多时候，公司发行有面值股票。对每一类股票来说，面值是随意分配给每一股股票的数
额，并印刷在股票证书上。股票的面值并不代表出售该股票的数额；它仅仅是记录股本的一
个数额，用以说明发行的每股股票。此外，所有已发行的股票的面值往往构成了公司的法定
资本。法定资本的概念使债权人免受损失。法定资本是由法律规定的金额（通常是发行股票
的票面价值或声明贾志），因此，公司不能减少通过股息声明或其他方式减少股东的股票。
声明价值涉及无票面价值股票，解释如下。法定资本并不能保证一个公司可以支付其债务，
但它确实可以保障公司所有者免于向债权人赔偿。确定法定资本的计算公式为：

法定资本=发行的股票数*票面（声明）价值

1912年，纽约第一个制定法律允许发行无票面价值的股票（无面值股票）。其他许多洲也
相继通过了类似的，但并没有统一标准的立法。

一家公司发行无票面价值的股票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免混淆。发行有面值的
股票可能会使一些投资者感到困惑，因为股票的面值通常并不符合其市场价值。发行无票面
价值的股票避免了这种混乱的发生。

第二个原因与关于每股股票最初发行价格的洲法律有关。股本的折扣额度是股票的面值超过
其发行价格的部分。因此，如果一只股票的面值是100美元，发行价格是80美元，那么折扣
是20美元。大多数洲不允许股票的原始发行价格有折扣。只有马里兰、佐治亚以及加利福尼
亚允许这种发行方式。股票的原始购买者负责折扣，除非他们将折扣负债转移到（通过合
同）随后的股票持有人。如果或有负债已经转移，那么现在的股东需要向债权人负责股票发
行价和面值之间的差额。尽管或由负债很少成为实际负债，但是无票面价值股票的发行也避
免了这样的可能性。

发行无面值股票的公司的董事会可以为每股股票指定一个设定价值。设定价值是由董事会为
每一类发行的无面值股票指定的一个任意金额，可以是任意数额的票面金额，尽管每个洲都
会设定具体的最小数额，如每股5美元。如果没有适用的洲法律规定，董事会可以在股票发
行前或发行后设立设定值。

12.4 与股本相关的其他价值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市场价值（Market value）是投资者在市场上购买或出售股本的股票价格，市场价值是投
资者最感兴趣的一种价值。市场价值直接受下列因素影响(1)所有影响整体经济状况的因素，
(2)投资者对公司的期望值，(3)公司的赢利情况。

每股账面价值（Book value per share）是指，如果公司被清算，没有发生额外的费用，以
及如果资产被出售，债务的清算以记录的数额为准时，每个股东将会获得的每股股票的金
额。

清算价值（Liquidation value）是指如果公司终止经营，支付债务后，并将剩余的现金分配
给所有股东后，一个股东将会获得的金额。由于资产出售金额可能大于或小于它们在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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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记录的金额，清算价值可能高于或低于账面价值。如果只发行一类股票，那么每个股东
将会获得的数额是剩余的现金除以发行的股票数。如果发行了两种或更多的股票，清算价值
取决于各类股票的优先权。

公司可以按规定发行一定的可以有权赎回的股票。赎回价值（Redemption value）是指公
司收回（或赎回）其发行股票的每股价格。

12.5 核定股本与发行在外的股本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公司章程规定了公司允许发行的每类股票的数量以及每股面值，如果有的话。核定股本
（Capital stock authorized）是指公司在其公司章程中规定并有权发行的股票数目。

公司可能不会立即发行其全部授权的股票；可能会持有一些股票以备将来需要额外资金时发
行。如果所有被授权发行的股票全都发行完后，仍需要更多的资金，那么公司注册成立的洲
必须同意增加法定股份。

授权发行股票不会引起日记账分录的变动。相反，公司注意到在会计分录中股票账户中（通
常在总分类账中）的授权可以作为对授权发行股票书目的提醒。已发股本是出售的股票数和
发行给股东的股数之和。

发行在外的股本（Capital stock outstanding）是指授权发行的股票数以及当前股东持有的
股数之和。一个公司总的所有权取决于现发股本的持有人。例如，如果一家授权可以发行
10,000 股股票的公司只发行了8,000股，那么拥有这8,000股股票的持有者拥有公司100%的
控股权。

所有现发股票的权利跟特权都是一样的。已授权但没有发行的股票被称为未发行股票（前面
例子中有2000股的未发行股票）。未发行股票在发行前没有任何权利和特权；它们无权获
取股息，在股东大会上也没有投票权。

已发行股票的数目与现发行股票书目可能会有所不同。已发行股票已经发行了一段时间，而
现发行股票当前由股东持有。所有的现发股票都是已发行股票，但反之则未必如次。不同之
处在于股东可能会收回公司的股票；也就是所谓的库存股。第13章将会讨论库存股。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SCI系统公司，主营设计、制造、销售各种行业的电子产品。下图改编自该公司

的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部分显示普通股股票以及发行在外的股票的数目，美

元数额以千美元为单位：

6月30日

普通股，面值0.10美元；授权发行 2001 2000

已发行500,000,000股普通股

2001年发行147,132,428，

2000年发行144,996,374股 $14,713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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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股本的分类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公司可以发行两种基本类型的股票——普通股和优先股。

如果一家公司只发行一种股票，那么这种股票是普通股。所有的股东享有平等的权利。普通
股通常是公司的剩余权益。这个词意味着针对该公司的其他一切债权优先于持有普通股股东
的债权。

优先股（Preferred stock）是一类比普通股多拥有某些功能或权利的股本。在优先股的基本
分类中，一家公司可能有几个具体的优先股类别，每一类拥有不同的股息率或其他功能。

公司发行优先股，以避免：（1）采用必须支付的固定利率，无论净收益数额是多少；（2）
发行过多的普通股额外股份，以至于每股本年度的收益少于往年；（3）削弱普通股股东对
公司的控制，因为优先股股东一般没有投票权。

不同于普通股股票，优先股没有固定的最高或最低股息，其股息通常以每股金额为基础或按
票面价值的百分比。因此，公司会变更每股股息。圖表 12.2显示了以600家公司为样本的各
类现发股票及其组合。

圖表 12.2 资本结构

资料来源：美国注册会计师，会计趋势与技术研究所（纽约：AICPA, 2004）第307页。

12.7 优先股种类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当一家公司发行优先股和普通股时，优先股可能是：

• 优先发放股利。可能是非累积或累积的。
• 优先得到清算。
• 可兑换或不可兑换。
• 可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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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dividend）是一种资产（通常是现金）的分配，这代表着所有者收益的撤出。股息
一般以现金支付。

优先股股息意味着优先股股东将会在普通股股东获得任何股息之前获得指定的股息。优先股
股息是支付给优先股股东的金额，以作为使用其货币的回报。对于无面值优先股来说，股息
是每股股票的一个具体数额，如每年4.40美元。对于有面值的优先股来说，股息通常为票面
价值的一个百分比，如面值的8%；偶尔的，也可能会是一个具体的金额。大多数优先股有
面值。

通常情况下，股东按季度获取优先股股息。然而，这些股息，全部或部分的，必须在支付前
由董事会声明。在一些洲，公司只有当其有至少等于股息的留存收益时（保留在企业中的收
益），才可以申报优先股股息。

非累积优先股（Non-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非累积优先股是指每当不宣派股息
时，获得股息的权利期满的优先股。当发行非累积优先股股票时，在任何一年内遗漏发放或
没有支付的必要的股息不会在未来的任何一年再支付。因为删略股息永远失去了，非累积优
先股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很少发行。

累积优先股（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累积优先股是指有权获得基本股息的优先
股，通常是每季度，如果没有支付股息，可以累积。公司在支付任何普通股股票股息之前，
必须支付还未支付的累积优先股股息。例如，假设某公司现发行面值10美元（为100,000美
元优先股的10%）的累积优先股，100,000美元的普通股，留存收益为30,000美元。该公司
有两年没有支付股利。那么该公司在支付普通股股东任何股息之前将会支付优先股股东
20,000美元的股息（10,000美元乘以两年）。

应付股利（Dividends in arrears）是累积的未支付股利，包括当年未宣布的季度股息。应
付股利永远不会作为公司的负债出现，因为它们在董事会宣布之前。不是合法的负债。但
是，由于应付股利的数额可能会影响一个公司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公司应在脚注中披露
这样的股息。一个适当的脚注可能会这样写：“20,000美元的股息，相当于公司优先股两年
股息的10%，应在2007年12月31日支付”。

在公司清算资产时，大多数优先股可以对资产优先分配。优先股股东将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
任何分配的资产，获得每股股票的票面价值（或一个较大的固定清算价值）。一个公司在清
算时的累积优先股应付股利是应该支付的，即使没有足够的用以支付股息的累积盈余。此
外，本年度的累积股息是应该支付的。

可转换优先股（Convertible preferred stock）是发行公司可以将其转换成普通股的优先
股。许多优先股不具有这种特殊的功能；它们是不能变现的。可转换优先股的持有者可以自
行选择将一部分优先股转换为同一公司发行的普通股。

投资者发现，可转换优先股有吸引力的原因有二：第一，优先股将被支付股息的可能性更大
（与普通股股息相比）。第二，转换特权可能是普票价格持续增值的来源。为了说明后者的
功能，假设Olsen公司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发行了1,000股股息为6%、面值100美元的可转
换优先股。该股票可以在任何时候转换为该公司发行的四股面值为10美元的普通股，该股票
目前的市值是20美元每股。在未来的几年里，该公司公布的净收入增加，并将普通股股息从
1美元增加到2美元。假设现在普通股的售价为40美元每股。那么优先股股东可以：（1）将
每股优先股转换为四股普通股，可以将每年的股息从6美元增加到8美元；（2）出售优先
股，获得大幅收益，因为在市场上出售优先股的价格大约为160美元每股，也就是转换成四
股普通股的市值；或者（3）继续持有其优先股，以期在未来的某日产生更大的收益。

如果Olsen公司将1,000股面值为100美元的优先股全部转换成4,000股面值为10美元的普通
股，那么会计分录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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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只有约10%的会计本科学位颁发给妇女。这一比重稳步

增加，到了80年代中期，大约半数的会计本科学位由妇女获得。到1996 年，该

比率上升至略多于一半。这一比率是是医学和法律专业的两倍以上。欲了解更

多信息，请参见“会计性别大转变，”商业周刊，1997年1月20日，第 20页。

大多数优先股是可以赎回的，可赎回优先股意味着发行公司可以通知不可转换优先股股东，
他们必须放弃该公司的股票。此外，可转换优先股股东必须返还他们的股票或者将其转换为
普通股。

优先股通常是按股票面值加上股票面值3%或4%的溢价赎回的。赎回溢价是公司赎回其优先
股的金额与优先股股票面值之差。

发行公司可能会通过赎回优先股强制可转换优先股进行转换。不想放弃手中持有股票的股东
只能将其转换为普通股。当优先股股东交出他们的股票后，发行公司会支付股东股票的票面
价值加上赎回溢价、过去几年的应付股利以及按比例应提取的当前会计期间的股息。如果将
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股票的市值高于优先股股东可以获得的赎回金额，他们应该将其持有的
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例如，假设一个股东拥有1,000股可转换优先股。每股的赎回金额是
104美元每股，可以转换为两股普通股（目前售价为62美元每股），有权获得10美元的未支
付股利。如果发行公司收回其优先股，将会支付给股东其中之一（1）114,000美元
[(104+10)*1,000]（股东放弃所持股票）或者（2）价值124,000美元（62*2,000）的普通股
（股东将这些优先股全部转换为普通股）。

为什么发行公司要收回其发行的优先股股票呢？原因有很多：（1）现发优先股股票有时可
能需要每年12%的股息，公司可以通过发行一种新的股息为8%的优先股股票，将之前的股
票赎回以取得资本；（2）发行公司可能通过赎回优先股股票取得大幅赢利；或者（3）公司
可能希望强制可转换优先股进行转换，因为同等普通股的现金股利比优先股股利少。

12.8 股票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披露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包含两个主要因素：实收资本和留存收益。实收资本是股东权益
的一部分，是所有者投资现金或其他资产的正常结果。实收资本也可以在股票交易过程中为
公司提供服务或第十三章讨论的某些其他交易获得。如前所述，留存收益是股东权益的一部
分，通过累积净收益获得，通过分红和净亏损减少。净收益增加留存收益账户余额，净亏损
减少该余额。此外，向股东宣派股息减少留存收益。由于留存收益是股东权益账户，代表由
公司保留的累积净收益，因此留存收益通常有贷方余额。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更为详细的讨
论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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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正确的优先股和普通股的财务报告。假设某公司授权发行10,000股面值为100美
元、股息为6%的累积可转换优先股（每股优先股可以转换为五股普通股），所有这些股票
都已发行和正在发行；该公司还授权发行200,000股面值为10美元的普通股，其中的80,000
股已经发行或正在发行。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假设留存收益为450,000美元）如
下：

需要注意的是，在资产负债表中优先股列于普通股之前，因为优先股股票对股息、资产或两
者有优先权。公司在对优先股的描述中以插入注释或脚注的方式披露优先股向普通股转换的
转换率。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
WHX公司在其1999年的年度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部分报告的优先

股如下：

12.9 现金发行的股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每股普通股或优先股股本要么有票面价值要么没有。公司章程决定了印刷在发行股票上的票
面价值。股票票面价值可以是任何数额——1美分，10美分，16美分，1美元，5美元或100
美元。10美元或以下的低面值是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常见的。

如前所述，股票票面价值与股票的市场价值没有任何关系。票面价值为5美元的股票在市场
上交易（出售），可能获得超过600美元，许多面值100美元的优先股交易的结果可能大大
低于其面值。票面价值甚至不是股票可以发行价格的可靠指标。在洲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新
公司可以以超过票面价值或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发行股票。票面价值赋予会计师以固定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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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记录股本账户中的发行股本。如前所述，所有已发行股票的总面值通常是该公司的法定资
本。

为了说明现金发行股票，假设某公司授权以22美元每股的价格发行10,000股票面价值为20
美元的普通股。下面的会计分录记录了这次发行：

需要注意的是普通股账户的贷方余额是股票面值（20美元）乘以发行的股票数。会计师将超
过面值的部分（20,000美元）贷记到超面值（设定值）缴入资本（paid-in capital in
excess of par (or stated) value）；这是由股东贡献的实收资本。因此，超面值缴入资本
代表将贡献的资本除了分配给发行的股票，还记录到股本账户。资产负债表中实收资本部分
如下：

当按设定值发行无面值股票时，公司在股本账户中以设定值记录股票。获得的任何超过每股
设定值的数额代表公司实收资本的一部分，公司将其贷记到超设定值缴入资本。公司以设定
值发行的无票面价值的股票的法定资本通常等于已发行股票的设定值总额。

举例说明，假设德维特（DeWitt）公司授权发行10,000股无面值的普通股，指定每股股票
的设定值为20美元。该公司以22美元的价格发行了授权的10,000股股票。记录本次交易的
会计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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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特公司将超过设定值200,000美元的20,000美元永久性作为实收资本，因为这是由股东
贡献的原始资本的一部分。但是，德维特公司的法定资本是200,000美元。

公司将发行没有设定值的无面值股票获得的所有金额贷记到股本账户。例如，假设德维特公
司发行无面值股票。如果没有给定设定值，那么会计分录如下：

由于公司可能会在不同时期发行不同数额的股票，因此股本账户的贷方中每股的金额就无法
统一。与之相反的是发行有面值股票或有设定值股票。

继续我们前面的例子，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实收资本将如下：

由股东实际出资的资本是220,000美元。在一些洲，将所有无面值或设定值的股票获得的金
额都作为法定资本。因此，本例中的法定资本便会等于220,000美元。

12.10 非现金发行的股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当发行股票以获得财产或服务时，公司必须确定兑换的金额。会计师通常下列的公平价值记
录这样的交易（1）获得的财产或服务，或者（2）发行的股票，这是更显而易见的。

举例说明，假设一块土地的所有者立契将其出让给一家公司，以换取1,000股面值为12美元
的普通股。该公司只能估计这块土地的公平市场价值。在交换时，该股票确定的总市值为
14,000美元。所需会计分录如下：

另外一个例子，假设某公司发行100股面值为40美元的普通股，以换取组织创办一家公司所
需要的法律服务。由于最近没有股票交易，因此没有确定的市值。律师事先同意以5,000美
元的价格提供这些法律服务，但最后决定接受以股票代替现金。在这个例子中，正确的会计
分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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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应该以之前商定的价格评估法律服务，因为这一价值比股票的市值更显而易见。应该
将其借记到无形资产账户，因为这些服务使得公司在其整个寿命期间受益。该公司应将获得
服务的价值超过发行股票的金额贷记到超面值缴入资本——普通股账户。

12.11 缴入资本超过普通股或优先股面值的部分在资产负债表中
的披露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师将获得的超过股票面值或设定值的数额贷记到超面值（或设定值）缴入资本——普通
股（或优先股）账户。他们将发行的每类股票所获得的超过股票面值或设定值的金额分别记
录到独立的账户。使用下面的假设数据，某公司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其中包括现发
行的优先股和普通股）如下：

一个公司现发行股票的总账面价值等于其记录的净资产值——也就是说，资产减去负债。简
单的说就是，净资产数额等于股东权益。当现发行的只有普通股时，公司将会计算每股股票
的账面价值，即用股东的总权益处以现发行普通股的股数。在计算账面价值时，假设（1）
公司可以进行清算，但不会产生任何进一步的费用，（2）资产将以记录的金额出售，（3）
负债可满足其记录的金额。假设公司股东权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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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发行两类或更多的股票时，每股股票的账面价值的计算更为复杂。每股股票的账面价值
取决于优先股股东的权利。由于大多数优先股对资产有优先处理权，而且是累积的，因此优
先股股东通常都享有每股股票指定的清算价值，加上累积应付股利。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按
照优先股股票合同中的具体规定执行。举例说明，假设Celoron公司的股东权益如下：

优先股股票的股息为6%，可累积。该股票可以优先获得股息，以及在资产清算时，获得每
股100美元的清算价值加上所有的累积分红。有四年的（包括当年）股息未支付。你可以计
算每类股票的账面价值，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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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Celoron公司没有分配超面值缴入资本——优先股可以优先确定账面价值。该公司
只分配了优先股可以优先获得的清算价值和累积股息。

假设现在优先股的功能都是相同的，除了优先股股东有权获得每股103美元的清算价值。那
么每类股票的账面价值将是：

股票的账面价值很少等于市场价值，因为由于通货膨胀，很多资产的价值发生了变化。因
此，许多公司的股票市场交易价格经常与其账面价值不同。

会计角度：商业洞察力
华尔街日报每周一到周五公布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综合交易，交易关闭

时除外。对于在NYSE上市的每一只股票，列出了如下数据。我们使用凯洛格

（Kellogg）公司的数据，该公司主要生产即食食品和其他食品，以最近在华尔

街日报报道的数据为例：

52周

第一列反映了直到今天为止，历年的股票价格变动的百分比，股票分拆和股息

的调整超过10%。接下来的两列显示了之前52周加上本周的高价和低价。接下

来的 两列显示了公司名称以及该公司在NYSE的符号。Div列是基于上一季度、

半年或一整年宣派的股息。产量百分比列是由支付的股息除以当前市场价格计

算而 来。市盈率是最近四个季度的市场收盘价除以每股的总收益。Vol100s列

显示了非官方的每日成交总额，以百为单位。因此，凯洛格公司那一天交易股

票 995,700股。Last列显示了当天的收盘价。最后一列显示了与前一天比较，

收盘价的变化。

12.12 分析与使用财务成果——普通股权益回报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股东权益对于管理者、债权人以及投资者在确定股权回报（即平均普通股权益收益率）时，
尤为重要。

普通股权益回报率计量了给定公司从普通股股东投资的所有方面为其普通股股东赚取到了什
么。从普通股股东的角度来看，它是该公司创收能力的重要度量单位。该比率的计算公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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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权益回报率=普通股股东可获得的净收益/平均普通股股东权益

如果现发行的股票是优先股，那么分子是净收益减去每年优先股的股利，分母是平均普通股
总账面价值。如果没有现发行优先股，那么分子是净收益，分母是平均股东权益。

宝洁公司在其2001年的财务报表中，报告了如下信息（单位：百万美元）：

2001

净收益 2,922美元

年初股东权益 12,287

年末股东权益 12,010

宝洁公司的平均普通股权益收益率是24.1%，或者2,922/[(12,287+12,010)/2]。投资者认为
同期的任何增长都是有利的，任何减少都是不利的。

由于股票市场经常被看做是经济指标，你现在对公司股票发行所掌握的知识可以帮助你了解
市场上的股票交易。第13章将继续讨论实收资本、库存股、留存收益和股息。

理论视角：Belex公司
乔莫里森是Belex公司的会计长。他与其他管理成员一起讨论了如何处理一些潜

在的有害毒肥料，可能是公司制造过程中的副产品。

有 两种替代方法可以处理这些材料。第一种选择是，将废弃物装在铁桶里，埋

在厂房旁边的地底下。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做法的法律禁令。以这种方式处理

废弃材料的 费用估计是每年50,000美元。最好的估计是这些铁通至少50年内

不会泄漏，但在这之后很有可能会泄漏。第二种选择是将这些材料密封在铅桶

里，并由废物 管理公司丢弃到海里。这种方法的费用估计是每年400,000美

元。联邦政府已经证实这种方法是处理废弃物的手选方法。最好的估计是铅桶

永远不会破裂或泄 漏。

Belex公司已经经历过一些经济困难时期。该公司直到去年才停止遭受损失，当

时由于一项新生产项目，使得该公司赢利750,000美元。到目前为止，该项目

产生的废物材料已经堆积了两大桶。然而，这些大桶几乎已满，因此，需要层

必须尽快决定如何处理这些废物材料。

管 理层的一组成员赞成第一种方法，因为它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并能产生每年

约700,000美元的利润。他们指出，使用第二种方法将会将每年的利润减少到

350,000美元，管理层的奖金也会减少一半。他们还声称，一些竞争对手现在

正在使用第一种方法，如果使用第二种方法，会将公司置于一个严重竞争劣势

的 环境中。

另一组认为，第二种方法是应该追求的唯一安全的选择。他们声称，当铁通开

始泄漏后，这些废弃物料会污染地下水，并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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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种污染时，他们的公司就会失去公众的支持，甚至可能要支付清理工作。

清理费用可能会高达上百万美元。

12.12.1 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优势

(a) 所有权容易转让。

(b) 有限的责任。

(c)持续存在的实体。

(d) 容易筹集资金。

(e) 专业的管理。

(f) 所有者与实体的分离。

• 缺点

(a) 政府监管。

(b) 双重征税。

(c)根深蒂固的、低效的管理。

(d)有限的能力，无法筹集资金。

• 票面价值——分配给每一类给定的股票的，并将其打印在股票凭证上的任意数额。
• 设定值——董事会为每一类给定的无面值股票分配的任意数额。
• 市场价值——在市场上出售或购买股本的价格。
• 账面价值——如果公司被清算，没有发生额外的费用，以及如果资产被出售，债务的清

算以记录的数额为准时，每个股东将会获得的每股股票的金额。
• 清算价值——如果公司终止经营，出售其资产进行清算，支付债务后，并将剩余的现金

分配给所有股东后，一个股东将会获得的金额。
• 赎回价值——公司收回（赎回）其股本时，每股的价钱。
• 额定股本——一个公司在其公司章程中规定，并有权发行的股票的股数。
• 已发行股本——已经出售发行给股东的股票的股数，
• 现发股本——授权发行、但现在仍由股东持有的股票的股数。
• 两类基本的股本：

(a) 普通股——代表公司的剩余权益。

(b) 优先股——可以优先获得股息，以及/或资产。也可以是可累积的，和/或可赎回的。

• 如果某公司有超面值缴入资本，那么正确的形式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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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例子说明了发行股票以获得现金：（1）股票有面值，（2）股票无面值，有设定值，
（3）股票既无面值，也无设定值。

• 发行有面值股票以套现——以22美元每股的价格发行10,000股票面价值为20美元的股
票。

• 发行无面值，有设定值股票以套现——以22美元每股的价格发行10,000股无面值、设
定值为20美元的股票。

• 发行既无面值，也无设定值股票以套现——以22美元每股的价格发行10,000股无面值
股票。

• 举例：某公司有现发行的200,000股普通股以及5,000股优先股。优先股股息为6%，可
累积。该优先股优先获得股息，并在资产清算时，优先获得资产的清算价值，100美元
每股，加上累积股息。有三年的股息未支付。股东权益总计为4,100,000美元。计算过
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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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普通股权益收益率等于普通股股东可获得的净收益除以平均普通股股东权益。
• 平均普通股权益收益率是公司创收能力的重要度量单位。

12.12.2 问题说明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示范案例A 2004年12月31日，Violey公司支付了所有必要的优先股股利。其现发股票包括
10,000股面值为125美元的普通股以及4,000股股息为6%，面值为123美元的优先股。在连
续五年中，该公司宣派的股息如下：

a． 85,000美元

b． 52,500

c． 7,500

d． 15,000

e． 67,500

计算在这五年每年年末应支付给每类股票的股息数额，假设优先股股票：

a. 可累积的。

b. 不可累积的。

示范案例B Terrier公司授权发行100,000股，每股面值6美元的普通股，以及1,000股股息为
14%，可累积的，面值为12美元的优先股。

a. 按照下列的交易编写会计分录，所有交易都发生在2009年6月：

• 以每股24美元的价格发行了50,000股普通股套现。
• 以每股18美元的价格发行了750股优先股套现。
• 用发行的1,000股普通股换取公司合并过程中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的平均市场价值是

9,000美元。

b. 编制Terrier公司2009年6月30日资产负债表中的实收资本部分。

12.12.2.1 示范案例解决方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示范案例A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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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y公司

假设

年 宣派股息 a b

2005 优先股 30,000* 30,000

普通股 55,000 55,000

2006 优先股 30,000 30,000

普通股 22,500 22,500

2007 优先股 7,500 7,500

普通股 -0- -0-

2008 优先股 15,000 15,000

普通股 -0- -0-

2009 优先股 67,500† 30,000‡

普通股 -0- 37,500

*4,000股X125美元X0.06=30,000美元

† 30,000美元+22,500美元（2007年未宣派的优先股股息）+15,000美元（2008年未宣派的
优先股股息）

‡ 只有基本的30,000美元的股息被支付，因为股票是不可累积的。

示范案例B解决方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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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2.12.3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成立公司协议（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允许公司经营的申请书。

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由股东选出，董事会主要负责制定公司的政策。董事会还授
权合同，宣派股息、建立管理人员的工资制度，以及授权借钱。

每股账面价值（Book value per share）股东对每股股票的权益；如果公司被清算，没有
发生额外的费用，以及如果资产被出售，债务的清算以记录的数额为准时，每个股东将会获
得的每股股票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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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细则（Bylaws）由公司董事会通过的一套规则或条例规定，以管理公司事务。该
章程细则必须符合洲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并与公司章程一致。

可赎回优先股（Callable preferred stock）如果股票是不可转换的，当持有者要求放弃股
票时，发行公司必须收回这些股票。如果股票是可转换的，当需要收回时，要么由发行公司
赎回，要么转换为普通股。

赎回溢价（优先股）（Call premium (on preferred stock)）是公司赎回其优先股的金额
与优先股股票面值之差。

股本（Capital stock）公司所有权可转让的单位。

额定股本（Capital stock authorized）公司在其公司章程中规定并有权发行的股票数目。

已发行股本（Capital stock issued）是出售的股票数和发行给股东的股数之和。

现发股本（Capital stock outstanding）是指授权发行的股票数以及当前股东持有的股数
之和。

普通股股票（Common stock）普通股代表了公司的剩余权益。如果公司只发行一种股
票，那么这种股票是普通股。所有该公司的其他一切债权优先于持有普通股股东的债权。

可转换优先股（Convertible preferred stock）可以转换为发行公司发行的普通股的优先
股。

公司章程（Corporate charter）公司所在洲与公司创办者以及其继任者之间的合同，证明
公司的合法存在。

公司（Corporation）公司是由法律承认，具有区别于其所有者的独立存在的实体；也就是
说，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公司被授予许多权利，并将许多责任下放到一个自然人。在
任何特定的洲内，所有在公司所在洲法律下成立的公司属于国内公司；所有的其他公司都是
国外公司。

可累积优先股（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如果有尚未支付的股息，优先股有权获得
基本的股息累积；在向普通股支付任何股息之前，必须优先支付尚未支付的累积优先股股
息。

股本折扣（Discount on capital stock）发行股票的面值超过其发行价格的数额。在大多
数洲内，股票的原始发行价格有折扣是不合法的。

股息（Dividend）一种代表所有者收益撤出的资产（通常是现金）的分配。

优先股股息（Dividend on preferred stock）支付给优先股股东的数额，作为使用优先股
股东资金的回报；通常是用美元表示的固定的或规定的数额或者是每股股票面值的百分比。

应付股利（Dividends in arrears）累积的尚未支付的股息，包括当年未宣派的每季度股
息。

国内公司（Domestic corporation）见公司。

国外公司（Foreign corporation）见公司。

法人创立者（Incorporator）成立公司的人员。

法定资本（设定资本）（Legal capital (stated capital)）由法律规定的数额（通常是发行
股票的面值或设定值），公司不会通过向股东或宣派股息或其他款项，减少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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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价值（Liquidation value）如果公司终止经营，出售其资产进行清算，支付债务后，
并将剩余的现金分配给所有股东后，一个股东将会获得的金额。

市场价值（Market value）在市场上出售或购买股本的价格。

会议记录册（Minutes book）记录股东和董事会会议中采取的行动的记录簿；公司职员采
取许多行动的书面授权。

不可累积优先股（Non-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如果没有宣派股息，有权获得到期
应支付的股息的优先股。

无面值股票（No-par stock）没有票面价值但可能分配一个设定值的股本。

开办费（Organization costs）组织成立一家公司的费用，如注册成立一家公司需要的注
册费以及法律费用。

实收资本（Paid-in capital）通常由公司所有者投资现金或其他资产而产生的股东权益的数
额；也有可能源于为股票或其他某些交易提供的服务。

超面值（或设定值）缴入资本（Paid-in capital in excess of par (or stated) value）贡
献给公司的普通股或优先股资本，除了分配给发行的股票，还记录到股本账户。

票面价值（Par value）分配给每一类给定的股票的，并将其打印在股票凭证上的任意数
额。

优先购买权（Preemptive right）股东购买与其持有股份相同份额的额外股票的权利。

优先股股票（Preferred stock）具有普通股股票没有的某些功能和权利的股本。优先股可
以优先获得股息，以及/或资产。优先股还可能是可赎回的，和/或可转换的，和/或可累积
的。

代理委托书（Proxy）由股东签署的一个法律文件，授权另一个人在股东大会上以股东的股
份投票表决。

赎回价值（Redemption value）公司收回（赎回）其股本时，每股的价钱。

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由净收益产生的股东权益的那部分，分红以及净亏损会导
致留存收益减少。

普通股权益回报率（Return on average common stockholders' equity）公司创收能
力的度量单位。

它是普通股股东可获得的净收益与平均普通股股东权益的比率。

股份（Shares of stock）一个公司内所有权的单位。

设定值（Stated value）董事会为每一类给定的无面值股票分配的任意数额。

股票证书（Stock certificate）是打印的文件，以证明持有人拥有若干份额的股本。

股东明细账（Stockholders' ledger）包含一组明细账户，显示了目前各股东持有的股数。

优先分配资产的股份（Stock preferred as to assets）也就是说，在资产清算时，在向普
通股股东分配任何资产前，优先股股东有权获得每股面值（或一个较大的规定清算价值）。

优先获得股利的股份（Stock preferred as to dividends）也就是说，在向普通股股东支
付任何股利之前，优先股股东有权获得每股指定的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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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过户代理人（Stock-transfer agent）通常情况下，公司为在买主和卖主之间转让股票
而雇用的银行或信托公司。

无票面价值股票（Stock without par value）见无面值股票。

未发行股份（Unissued shares）已经授权但尚未发行的股本。

12.12.4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对错

判断下面的语句是否正确。

1. 某人认为组织的公司形式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公司的股份可以很容易地转移。
2. 在公司清算时，在向公司债权人或普通股股东分配任何数额之前，持有优先股的股东有

权优先分配资产，获得其持有股票的面值。
3. 股票的面值不是股票市场价值或账面价值的指标。
4. 当用发行的10,000股面值为20美元的普通股换取一块公平市场价值是300,000美元的土

地时，贷记普通股股票账户200,000美元，超面值缴入资本——普通股，100,000美
元。

多项选择题

为下面的每个问题选择最佳答案。

1. 下列哪项不是组织公司形式的优势？
1. 持续存在的实体。
2. 股东有限的责任。
3. 政府监管。
4. 所有权容易转让。

2. 由董事会分配给给定的一类股票每股的任意数额是：
1. 准面值。
2. 设定值。
3. 赎回价值。
4. 清算价值。

3. 有应付股利的优先股是：
1. 不可累积优先股。
2. 不可累积、可赎回优先股。
3. 不可累积、可转换优先股。
4. 可累积优先股。

4. 奎恩（Quinn）公司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发行了10,000股面值为20美元的普通股。将
会贷记到“超面值缴入资本——普通股”的数额是：

1. 200,000美元
2. 300,000美元
3. 500,000美元
4. 700,000美元
5. 以上都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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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将得到以下信息：股本，80,000美元（面值80美元）；超面值缴入资本——普通
股，200,000美元；留存收益，400,000美元。假设只有一类股票，那么每股的账面价
值是：

1. 680美元
2. 280美元
3. 80美元
4. 400美元
5. 以上都不正确

现在转到本章结尾处的“自我检测答案”检查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12.12.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列举企业组织的公司形式的主要优势，并说明为什么这些特点会被认为是一种优势。
• 公司收入受到双重征税是什么意思？列举公司形式的其他劣势。
• 为什么开办费不是记录组织成立一家公司账户的有效所有权？你能证明在一家公司的整

个寿命期间，开办费账户余额的一直都未发生变化吗？
• 如果只现发一类股票，那么与该股本相关联的基本权利是什么？
• 解释下列的目的或功能：（一）股东明细账，（二）会议纪要册，（三）股东过户代理

人。
• 有面值股票和无面值股票的区别是什么？
• 公司已发行股本很少超过其面值。给出两个原因说明该说法是正确的。
• 解释清算价值和赎回价值。
• 优先获得股利的股份和优先分配资产的股份的含义是什么？
• 对于优先股来说，可累积的和不可累积的是什么意思？
• 应付股利是什么，在财务报表中是如何对其进行披露的？
• 某公司持有1,000股股息为8%，面值为200美元，可累积的现发优先股。已经三年没有

派发该股票的股息。该公司是否应对优先股股东的这些股息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有的
话，这一事实在资产负债表上如何体现？

• 解释公司为什么可能发行既可转换为普通股，又可赎回的优先股。
• 解释超面值缴入资本账户的性质。在什么情况下贷记到该账户？
• 布莱克（Blake）公司以每股120美元的价格发行了5,000股面值为100美元的普通股。

布莱克公司的法定资本是多少，为什么该法定资本的数额很重要？
• 在发行股票以获得财产或服务，而不是套现时，会计师确定应记录金额的一般方法是什

么。
• 在确定账面价值时，做了哪些假设？
• 假设没有现发优先股，那么如何确定普通股的每股账面价值？每股账面价值的意义是什

么？每股账面价值和每股市场价值的关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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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6 练习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联系A Winters公司持有1,000股不可累积的的现发优先股和2,000股的现发普通股。在普通
股宣派股息之前，优先股享有每股每年100美元的股息。如果Winters公司2010年分配
280,000美元的股息，那么每类股票将获得的总股息是多少？

练习B Zeff公司有2,000股现发可累积的优先股以及6,000股的普通股。在普通股宣派股息之
前，优先股享有每股每年18美元的股息。去年和今年没有支付优先股股息。如果Zeff公司分
配108,000美元的股息，那么每类股票将获得的总股息是多少？

练习C Gordon公司发行10,000股普通股以套现1,120,000美元。普通股的面值为100美元。
请给出发行股票的日记账分录。

练习D Thore公司发行30,000股，面值20美元的普通股，套现680,000美元。这一交易的日
记账分录怎样编制？如果该普通股无面值或有设定值，日记账分录又是怎样的？

练习E Li&Tu公司需要一块厂区土地。一年前，该公司向其创办人发行了100股面值为480美
元的普通股用以换取这块土地，共花费56,000美元。经验丰富的评估师评估该土地目前的价
值是72,000美元。编制正确的日记账分录，记录土地的购置。

练习F Smart公司在往来账户中欠一销货客户30,000美元，该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销
货客户建议Smart公司向他发行750股面值为24美元的普通股，目前该股票在市场上的售价
是40美元每股。编制应该记录在Smart公司账簿的会计分录。

练习G 为什么一家律师事务所曾考虑接受一家新公司总面值为320,000 美元的股票，支付其
所提供的480,000美元的法律费用的账单？如果这样的交易发生，给出发行公司记录在其公
司账簿中的日记账分录。

练习H Graf公司的股东权益账户余额如下：

计算出售已发行的70,000股的平均价格。计算普通股每股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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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Problems A Robbins公司的现发股本包括3,000股股息为10%，面值为250美元的优先股以
及30,000股无面值、设定值为250美元的普通股。优先股的发行价格是412美元，普通股的
发行价格是480美元。2005年1月1日，公司的留存收益是250,000美元。在连续的五年中，
净收益如下：

2005 767,500美元

2006 510,000

2007 48,000

2008 160,000

2009 662,500

截至2005年1月1日没有应付股利，在2005-2009年的五年期间，董事会每年宣派的股利等
于当年的净收益。

编制会计分录，显示每类股票每年获得的股利，假设优先股：

a. 可累积的。

b. 不可累积的。

Problems B 2008年12月27日，Glade公司授权发行250,000股面值为24美元的普通股。然
后该公司完成了下面的交易：

2009年

1月14日，以30美元每股的现金价格发行45,000股普通股。

29日，给了公司发起人25,000股普通股，以感谢其在组织公司过程中提供的服务。董事会估
计这些服务的价值为744,000美元。

2月19日，用50,000股普通股换取下列资产，其公平市场价值如下：

土地 216,000美元

建筑物 528,000

机器 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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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编制记录此次交易的普通日记账分录。

b. 编制该公司截至2009年3月1日的资产负债表。

Problems C 在公司章程中，2009年5月1日，Norris公司获授权发行15,000股普通股。该
公司立即以每股82美元的价格发行了1,000股。

7月2日，该公司向一位律师发行100股股票，支付其在公司组织过程中所提供的8,400美元
的法律费用的账单。

7月5日，该公司向公司主要发起人发行1,000股股票，以换取一项专利。此外，还向同一人
发行200股，用以支付在公司成立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及提供的服务。股票的市场价值是每股
84美元。

a. 设置T型账户，登入这些交易。然后编制Norris公司截至2009年7月5日的资产负债表，假
设授权发行的股票面值为75美元。

b. 重复（a）部分，登入股东权益账户账户，并编制7月5日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的
会计分录，假设授权股票无面值，设定值为30美元每股。

c. 重复（a）部分，登入股东权益账户账户，假设授权股票既无面值也无设定值。编制资产
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的会计分录。

Problems D 2009年5月1日，Farmington公司获得授权发行股票：

• 分配了4,000股无面值，设定值为12美元的优先股。该股票有权获得可累积的9.60美元
的股息，还可以转换为两股普通股，在清算时，赎回价值是208美元，每股有权获得
200美元。

• 1,500股面值400美元，20美元可累积股息的优先股，在清算时，赎回价值是420美元，
每股有权获得412美元。

• 分配了60,000股无面值，设定值为40美元的普通股。

5月1日，以每股204美元的现金价格发行了所有的9.60美元可累积股息的优先股。

5 月2 日，将所有的20 美元可累积股息的优先股换取了价值分别为128,000 美元、 160,000,
美元、425,000美元的商品库存、土地、建筑物。

5月3日，支付15,000美元现金偿还公司发起人，用以支付发生的会计、法律、印刷服务费
用。此外，向发行人发行1,000股普通股，用以支付其提供的服务。所有这些服务（包括现
金支付的）的价值是55,000美元。

a. 编制日记账分录，记录这些交易。

b. 假设留存收益是200,000美元。编制截至2009年5月31日该公司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
分的会计分录。

Problems E 2008年1月2日，King公司获授权发行股票。该公司以每股104美元的价格发行
了其授权的所有无面值的3,000股优先股，以每股40美元的价格发行了其授权的所有的无面
值普通股。优先股的设定值为每股50美元，有权获得每股6美元的可累积股息，在2010年
初，可以106美元的价格赎回，在清算时，有权获得每股100美元加上可累积股息。普通股
设定值为每股10美元。

2009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的第二年年底，留存收益是90,000美元。没有宣派或支付任何
一类股票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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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编制King公司2009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会计分录。

b. 计算每类股票的账面价值。

c. 如果截至2009年12月31日，宣派了42,000美元的股息，计算应支付给每类股票的股息。

Problems F Lang公司在证券交易所以每股90美元的价格出售其普通股。该公司2009年12
月31日的股东权益包括：

a. 该公司所有的普通股的总市场价值是多少？

b. 如果截至2009年12月31日，支付了优先股的所有股息，那么优先股和普通股的账面价值
是多少？

c. 如果截至2009年12月31日，优先股和普通股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12.12.8 补充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Alternate problem A 2005年1月1日，Quigley公司的留存收益是432,000美元。在随后5
年的净收益如下所示：

iv. 288,000美元

v. 216,000

vi. 4,800

vii. 48,000

viii. 2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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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的现发股本包括2,000股面值为480美元，股息为每年19.20美元的优先股以及8,000
股无面值，设定值为240美元的普通股。截至2005年1月1日，没有应付股利。

编制明细表，说明如果各年的所有的净收益全部作为股利分配，如何将这五年的净收益分配
给这两类股票，假设优先股：

a. 可累积。

b. 不可累积。

Alternate problem B 2009年1月1日，Cowling公司获授权发行500,000股面值为5美元的
普通股。然后，该公司完成了一下交易：

2009年

1月14日，以每股24美元的现金价格发行90,000股普通股。

1月29日，发行给公司发起人50,000股普通股，用以支付其在组织公司的过程中提供的服
务。董事会估计这些服务的价值为620,000美元。

2月19日，将100,000股普通股换取下列资产，其公平市场价值如下：

设备 180,000美元

建筑物 440,000

土地 600,000

a. 编制普通日记账分录，记录这些交易。

b. 编制该公司截至2009年3月1日的资产负债表。

Alternate problem C 2009年7月3日，Barr公司获授权发行15,000股普通股；立即以每股
320美元的现金价格发行给公司发起人3,000股。当年7月5日，又发行300股给发起人支付其
在组织公司过程中提供的服务。董事会估计这些服务价值96,000美元。2009年7月6日，支
付法律及印刷费用12,000美元。这些费用涉及确保公司章程及股票证书的安全。

a. 设置T型账户，登入这些交易。然后，编制截至2009年7月10日，Barr公司的资产负债
表，假设授权股票的面值为160美元。

b. 重复（a）设置T型账户部分，登入股东权益，假设股票无面值，设定值为240美元。编制
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的会计分录。

c. 重复（a）设置T型账户部分，登入股东权益，假设股票既无面值，也无设定值。编制资产
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的会计分录。

Alternate problem D 2009年4月1日，Tempo公司获授权发行股票：（1）10,000股面值
400美元，股息32美元，可累积，可转换的优先股；（2）10,000股无面值，设定值为20美
元，股息12美元，可累积，清算价值为100美元每股的优先股；（3）10,000股既无面值又
无设定值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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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公司发起人以每股80美元的现金价格收购了50,000股的普通股，该公司发行200股
普通股给一位律师，以支付其在组织公司过程中提供的服务。4月3日，该公司发行其所有授
权的股息为32美元的可转换优先股，换取价值分别为1,600,000，4,800,000美元的土地和建
筑物。该财产需支付2,400,000美元的抵押借款。4月8日，该公司发行5,000股股息12美元
的优先股，换取一项价值1,040,000美元的专利。4月10日，该公司以每股80美元的价格发
行了1,000股普通股。

a. 编制普通日记账分录，记录这些交易。

b. 编制2009年4月30日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的会计分录。假设留存收益为80,000美
元。

c. 假设每股股息为32美元的可转换优先股可以转换为六股普通股，并且2009年9月1日，有
一半的优先股转换为了普通股。给出必要的日记账分录。

Alternate problem E 2008年1月1日，Kane公司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发行了其所有授权
的5,000股优先股。该优先股无面值，设定值为每股5美元，有权享有每股6美元的可累积的
基本股息，从2009年开始，可以每股110美元的价格赎回，享有每股100美元的清算价值加
上累积股息。同一天，Kane公司还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发行了10,000股无面值，设定值为
10美元的普通股。

2009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的第二年年末，该公司的留存收益为160,000美元。自发行之日
起，就没有宣派或支付过任何一类股票的股息。

a. 编制Kane公司2009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的会计分录。

b. 计算截至2009年12月31每类股票的总票面价值和每股票面价值。

c. 如果2009年12月31日，该公司宣派110,000美元的股息，计算应支付给每类股票的金额。

Alternate problem F 从三个不同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追踪股东权益部分，如下所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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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每个公司每股优先股和每股普通股的账面价值，假设在资产清算时，优先股有权获得每
股的面值加上应付股利。

Alternate problem G Mendell公司所有的现发优先股和普通股都由雷曼四兄弟持有。该兄
弟间达成一个协议，即其中一个兄弟去世后，其余兄弟将会以股票的账面价值购买已故兄弟
持有的股票。

2009年12月31日，詹姆斯雷曼的死亡日期，同一天该公司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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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支付优先股去年的股息，该优先股是可累积的。在詹姆斯雷曼去世时，他持有该公司
2,000股优先股和10,000股普通股。

a. 计算优先股的账面价值。

b. 计算普通股的账面价值。

c.计算其余兄弟必须支付给詹姆斯雷曼在他去世时所持有的优先股和普通股的金额。

12.12.9 批判性思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案例A Rudd公司和Clay公司都有非常稳定的净收益，分别是4,800,000美元和
3,200,000美元。两家公司每年都分别将其净收益分配为股息。Rudd公司有现发行的
100,000股面值为80美元，股息为6%的优先股以及500,000股面值为8美元的普通股。Clay
公司有现发行的50,000股面值40美元，股息为8%的优先股以及400,000股面值为8美元的普
通股。两家公司的优先股都是可累积的。

a. 计算每家公司每股优先股和每股普通股的股息。

b. 仅仅根据上述资料，你预测哪家公司的普通股的市场价格更高？为什么？

c. 你会买哪家公司的股票？为什么？

商业决策案例B 最近，杰西沃尔特里普继承了480,000美元的现金，他想要投资West公司或
者East公司的普通股股票。这两家公司都已经制造了五年同类型的产品。两家公司最新的资
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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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公司自从发行股票时，每年都支付每股6美元的现金股息；其普通股目前售价为每股
590美元。East公司的普通股目前售价为每股480美元。该公司没有支付本年度的股息以及
之前三年优先股的股息。优先股的清算价值是每股600美元。

a. West公司和East公司的普通股的每股账面价值分别是多少？账面价值是股票市场价值的
主要决定因素吗？

b. 仅仅根据上述资料，你会建议沃尔特里普投资哪家公司？为什么？

年度报告分析C 确定年度报告附录中The Limited公司2003年的普通股权益回报率。书面解
释为什么这一信息对管理者、投资者和债权人都非常重要。

伦理案例D 请参阅关于乔莫里森的伦理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a. 哪一种选择对公司及其管理层未来几年有利？

b. 哪一种选择将有利于社会？

c. 如果你是莫里森，你会站在争论的哪一方？

小组作业E 两个或三个同学一组，检查三个公司的年度报告，并计算每个公司最近两年的普
通股股东权益收益率。至少需要计算两年，以观察发生的任何变化。作为一个团队，决定你
们会投资这三家公司中的哪一家。任命一名发言人向同学们解释你们团队将会投资哪家公司
以及为什么。

小组作业F 两个或三个同学一组，定位于三家发行优先股公司的年度报告中的股东权益部
分。确定优先股的特征。分析年度报告中的数据，确定该公司每年是否支付优先股股息。是
否有应付股利？写一份报告提交给你们的指导老师，总结你们的调查结果。并准备向同学们
做一个简短的演讲。

小组作业G 两个或三个同学一组，联系洲政府官员和/或查阅图书馆资源关于你所在洲注册
成立公司的法律。确定你所在的洲法律关于低于面值的股票的发行，法定资本是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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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注册成立一家公司需要的费用。写一份报告提交给你们的指导老师，总结你们的调
查结果。并准备向同学们做一个简短的演讲。

12.12.10 使用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看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请访问Macromedia公司的网站：

http://www.macromedia.com

在屏幕上追求选择，直到你找到股东权益的汇总报表。你可能会走一些“假路径”去找这个财
务报表，但是最后你会找到。这个经验是学习使用互联网的一部分。请注意那些在普通股股
票、额外的实收资本、留存收益账户中发生的变化。检查财务报表的附注，以获得进一步的
信息。写一份备忘录提交给你的指导老师，总结你的发现。

请访问Gartner集团的网站：

http://www.gartner.com

在屏幕上追求选择，直到你找到股东权益的汇总报表。你可能会走一些“假路径”去找这个财
务报表，但是最后你会找到。这个经验是学习使用互联网的一部分。跟踪过去三年中普通股
股票账户中发生的那些变化。检查财务报表的附注，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写一份备忘录提
交给你的指导老师，总结你的发现。

12.12.11 自我检测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对错

1. 错误。这并不是一个人认为企业组织的公司形式处于更大的风险中的主要原因。主要原
因是股东可能失去他们已经投资到公司的资金数额。

2. 错误。债权人的权利要求排在股东的权利之前，即使是持有优先分配资产的股票的股
东。

3. 正确。面值仅仅是股票的票面价值，贷记已发行的每一股到股本账户，并不能作为股票
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指标。

4. 正确。当发行股本以获得财产或服务时，以下面的公平市场价值记录交易（1）获得的
财产或服务，或者（2）发行的股票（当其是更显而易见时）。

多项选择题

1. c. 公司的这一特征是组织的公司形式的一种劣势。
2. b. 设定值是由董事会分配给没有票面价值的每股股本的一个任意数额。
3. d. 应付股利是累积的未支付股利。只有可累积的优先股有支付股利。
4. b. 贷记到超面值缴入资本——普通股的数额计算如下：
10,000股X（50美元—20美元）=300,000美元
5. a. 普通股的账面价值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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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3 实收资本，留存收益，股息和库存
股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能识别出实收资本的来源，并掌握如何将之列在资产负债表。
• 掌握现金股利、 股票股利、 拆股以及留存收益的会计处理。
• 掌握库存股的回购与发行的会计处理。
• 描述已停止经营的业务操作、特殊项目以及会计原则变更等所引起的会计核算问题。
• 解释前期调整，并能将它们在财务报表中表示出来。
• 能够分析并利用财务成果——每股收益和市盈率

作为财务分析师的会计师

财务报告的首要目的是给投资者、债权人提供信息。投资者使用财务信息的目的是买卖股
票，而债权人(如银行)使用财务信息主要是为了审查公司的信誉，并通过此判断决定是否给
予他们贷款。投资者和债权人都是通过财务分析师为他们提供的关于该公司在价值和实力方
面的准确评估做各种决策。在这个过程中，财务分析师主要是将公司所报告的财务信息转化
为该公司的业绩指标。所以，一个成功的财务分析师对财务会计知识有如此深的了解就不足
为奇了。但是，比起那些编制财务报表的人，谁更适合分析财务报表呢？与会计师相比，谁
更了解财务报表所包含的数据和信息呢？对于用户来说，财务报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
难以理解。因此，目前会计师在帮助别人理解和解释财务信息方面显得越来越重要。

会计师帮助用户所了解的财务信息主要包括公司的发展图表，常用报表，以及对公司运营情
况的横向和纵向分析。这些分析可能还包括公司运营数据与财务、非财务数据相关的比较。
分析师以欧特曼（Altman）的Z模型作为一种预测公司倒闭的工具。该模型包括一些诸如留
存收益/总资产和销售额/总资产作为变量的计算。利用此模型对库柏轮胎橡胶公司（Cooper
Tire & Rubber Company）进行测试，该公司在近一年中获得了6.07分。通过此模型计算，
如果该公司的预测结果低于2.675分，则将被认为是有可能破产的。因此，库柏轮胎橡胶公
司是一个运营非常良好的公司，是不可能破产的。

正如上面所说得例子，财务分析师做了很多关于公司财务状况的判断，这些判断对于投资者
和债权人来说，为他们做出决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所以，对于财务分析师来说，丰富
的会计知识背景为他们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作为公司的所有者，股东将为公司的大部分活动提供资金。在资产负债表中，我们将股东的
投资资本表示为股东权益下的实收资本，当然实收资本也包括公司盈利（留存收益）的资本
积累。相对来说，实收资本是股东的永久性权益，而留存收益余额是公司的暂时资本，是股
东股息的来源。

前一章我们讨论的是通过发行现金股票、财产或服务来获得实收资本，本章将介绍实收资本
的其它来源以及影响留存收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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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实收（或缴入）资本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正如我们前面章节所学习的，实收资本、或缴入资本是指公司所有的缴入资本，该部分包括
资本账户的资本存量。总分类帐并不包含名为“实收资本”的账目。但是，实收资本是一个账
目类别，并且公司对于不同来源的实收资本都会建立各自独立的账户。

在圖表 13.1中，我们汇总了股东权益的几种来源，并且列出了总分类账的会计科目，这些科
目过去是用来记录这些权益来源的增加和减少的。第十二章讨论了一些总分类账目，这一章
将讨论其它记录股东权益来源的分类账目。

在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显示出了公司实收资本的不同来源，所以这些来源是非常重
要的信息。例如，这些来源可能来自股票股息、库存股交易、或者是捐赠。

圖表 13.1 股东权益的来源

13.1.1 实收资本——股票股息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一个公司在声明它的股票股息时，都会将其它额外的股票（代替现金）分配给现有的股东。
随后章节将讨论和解释股票股息的发行是如何生成实收资本贷项——股票股息账户的。

13.1.2 实收资本——库存股交易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另一种实收资本的来源是库存股交易。库存股是公司自己的股票，既不是优先股，也不是普
通股，而是已经发出的但又重新购回的股票。该股票的补发是合法的。以一定的价格购回自
己已授权的股本，一段时间以后再以更高的价格重新发行。公司可以通过这样两次不同的价
格来收回再售出来增加自己的资本。如果重新发行的价格低于购回的价格，那么公司的资本
就会减少。在这章的后面我们将加大篇幅来讨论库存股交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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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实收资本——捐赠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偶尔，有人会将一份资产做为礼物送给公司，比如，价值500,000美元的建筑。这些捐赠被
称为捐赠资本，会增加股东的权益。关于价值500,000美元建筑的记录将会被记在建筑房屋
的借方，贷方登记实收资本——捐赠。会计师在收到价值500,000美元的捐赠时，会将该捐
赠当时的市场价值记入账目。

13.2 留存收益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股东权益的留存收益部分来自于资本积累，而净损失和股息会减少资本积累。就像实收资本
一样，留存收益也是公司获取资本的来源。实收资本是股东的实际投资，留存收益是股东投
资后未分配的利润。

公司留存收益账户是公司从开始到目前的净收入减去净损失，再减去这段时间内支付的股息
之和。在所给出的任何一年中，净收入导致留存收益增加，净损失和股息导致留存收益减
少。因此，留存收益余额显示的是公司的净收入的积累，但该部分不分配给股东。

当留存收益帐户有借方余额的时候，就存在亏损了。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公司
通过列举负数额的留存收益表示亏损。即使包含借方结余，公司也不需要改变总分类账目的
名称。留存收益最常见的借方和贷方是净收入（或净亏损）和股息。偶尔，会计师会编制留
存收益账户的其他条目，这将在以后章节中讨论。

13.3 资产负债表中的实收资本和留存收益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下面以适当的形式说明了股东权益部分在资产负债表中如何表示资本的不同来源：

*这个表格中会计科目名称并不是确切的名称，但是在资产负债表中却具代表性。虽说应该
使用确切的会计科目名称，但是一般情况下用的都是简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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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高度浓缩后出版的资产负债表中，公司通常或是忽略超过面值或设定价值的实收资本
的来源细节，或是用单独一个条目代替他们。比如：

超过面值（或设定价值）的实收资本 50,000美元。

股息是公司分配给股东的资本报酬。公司通常以现金的形式发放股息，但是有时也可能分配
公司自己的股本作为股息。偶尔，公司的股息以商品或其它有价值的物品形式发放。因为股
息是公司从股票收益中获得的财富，会计师也依据留存收益进行收费。

在支付股息之前，董事会成员必须对之进行声明，这样该部分资产才可以被记录在公司的账
簿中。以下三个股息日是非常重要的：

• 声明日。在董事会批准支付股利费用的时候，才会公开声明日。董事会的该活动为他们
增加了应付股利的责任（或为股票股利分配股票股利）。

• 登记日。董事会设立登记日，是为了确定哪些股东能够获得股息。公司的该记录（股东
会计科目）将确定其成为该公司股东的日期。

• 付款日。当公司要给股东分配股利的时候，才会声明该日期。

为了说明这三个日子是如何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的，下面举一例子。假设艾伦有限公司的董
事会宣称2010年5月5日为现金股息日（声明日）。在2010年7月1日（登记日）将每股1.25
美元的现金股息记录到股东账户科目。在2010年7月10（付款日）付款。由于金融交易即可
以发生在声明日（此时负债发生），也可以发生在付款日（支付现金），所以在这两个日期
都记录该笔交易的日记分录。只有登记日的日记账分录就不需要了。

给出了股利发放的频率，该表来自于一代表公司自1996-99年的样本。需要注意的是，现金
股利要远远高于股票股利或实物股利（以商品形式或其它资产形式支付）。

会计视角：技术的使用
当股票发行后，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比如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股票。此时，

公司并不干预这些外部的股票交易。通常，公司使用电子数据表或数据库程序

来关注股 东之间的交易，并可以利用计算机程序在登记日上面做记录。这些信

息可帮助声明该股息的公司确定这些钱或是资本是发给登记日上登记的股东而

不是最初购买的股东。

现金股利是把公司的累积资本以现金的形式分配给股东的股利。为了说明现金股利的会计条
目，我们举例如下。2010年1月21日，公司的董事会宣布每季度的现金股利为2%优先股
＄100,000。这是1000股面值为100的四分之一年度的股利，其年股利是8%的优先股。该股
票将在2010年2月5日记入股东账目，于3月1日支付股利。对于登记日的记录不需要会计条
目；其声明日和付款日的条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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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现金股息每股都是这么些美元。例如，季度股息可以被声明为每股＄2。当他们声明
现金股息时，一些公司会在账户的借方登记股利，而不是留存收益。（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是
可行的）。在财政年度年底，股利账户就可以以作为留存收益账户。

圖表 13.2 股东类型

一旦公司宣布现金股利或是说通告了股东，除非所有的股东都同意废除，否则该股利就不能
被废除。41因此，应付股利账户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可看成是短期负债。

会计视角：商业洞悉
莱克·弗利特伍德企业有限公司（Fleetwood Enterprises，Inc.）是国际领先

的住房和休闲车制造公司。通常，投资商认为能发放股利的公司就是运营良好

的公司，所以公司都会试图保持支付 股息的记录。正如弗利特伍德在2001年通

过发行股利的方式减少自己的压力。

加州河畔，9月12日/通讯社/—莱克·弗利特伍德企业有限公司的董事会（纽约
证券交易所）声称公司2000年10月6日登记，11月8日付款的定期季度现金股利
的普通股是每股19美分。

一个没有足够现金股利的公司会声明股票股利以满足其股东。注意，从长远来

看，这样对公司更有利，这相当于股东再次向业务投入资本而不是现金股利。

如果这样的话，公司会更有利可图，股东也会在将来得到更高的股票价格。

股票股利是公司以增发股票的形式支付公司声明的股本。当公司宣布股票股利时，就会发行
一种与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种类相同的其它股份。

公司通常通过将留存收益转换成永久性实收资本的形式占有股票股利。转换的数量取决于股
票股利的大小。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公司将股票股利记入借方留存收益或实收资本账目，而不
允许记入那些法定资本代表的账目。大多数情况下，声明股票股利时，都将记入借方留存收
益账目。

股票股利不影响股东权益的总额或资产净额。它仅仅降低同等数目金额的留存收益，增加实
收资本。紧接着股票股利的发放，每股类似股票的账面价值就会降低。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更多的并未增加股东总权益的优秀股份出现。

股票股利也不影响股东个人占公司所有权的百分比。比如一个公司，有100,000股已流通的
股份。该公司的一股东拥有1000股股份，那他就有1%已流通的股份。在获得10%的股票股
利以后，该股东仍然有1%已流通的股份——就是110,000流通在外的股份中的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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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股票股利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 留存收益对总股东权益越来越重要，所以公司需要更永久的资本。
• 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已经超过了理想的交易范围。一般来说股票股利可以降低公司每股

股票的市价。
• 公司董事会可能希望有更多的股东（股东可能会买他们的产品）并最终通过增加他们拥

有的已流通的股份数量来增加他们的股份。
• 在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现金股利时，股票股利可以压制股东对公司现金股利的强

烈需求。

发行股票的百分比决定了股票股利数额的大小。公司对各种类别的股票股利会采用不同的会
计处理方法。

小额股票股利的登记方法如果股票股利不足已流通股份的20%-25%就称为小额股利。小额
股利几乎不影响股票的市场价格（股票成交价格）。因此，公司会对已流通的股利的当前市
场价格负责。

假设一公司被授权发放每股面值为＄100的普通股20,000股，其中8,000股是已流通的股
份。其董事会声明了10%的股票股利（800股）。在股票股利发布之前，其股票成交价格为
每股＄125。由于其发布的已流通的股份不足20—25%，所以登记的是该股利的市场价格。
2010年8月10声明的股票股利会计分录如下：

此会计分录记录的是股票的发行：

可分配的股票股利——普通股属于股东权益（实收资本）账户科目。声明股票股利的时候，
将可分配股份的面值或设定价值记入该账户的借方。可分配的股票股利是不会用公司资产支
付的，因为他是公司的义务。如果资产负债表是在10%股份的宣布日和股份的发行日之间制
作，那么股票股利所产生的影响可做以下恰当描述：

另一方面，假设前面所说的的普通股的例子是无面值股票，并且其设定价值为每股＄50。其
声明的会计分录如下（此时市场价格是＄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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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股票股利发行的会计分录如下：

大额股票股利的登记方法股票股利超过已流通股票的25%就称为大额股利。由于发行大额股
票股利的目的之一就是降低股票的市场价格，这样也会使股份的交易变得更加容易。公司在
做会计分录的时候并不采用股票的当前市场价格。他们所登记的是股票的面值或是法定价
值，而不是股票当前的市场价格。公司或董事会所在国家的法律会规定其无面值或法定价值
的股票的数量。

为了说明股票股利超过流通在外股票的20 - 25%的处理方法，不妨假设X公司已授权发行面
值为＄10的普通股10,000 股，其中5,000 股是已流通的股票。该公司于2010年9月20日声
明了30%的股票股利（1,500股），并在2010年10月15日开始发行。所需要的会计分录条目
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虽说公司是以当前的市场价格登记小额股利，但是他们以股票的面值登记股
票30%的股票股利（1,5000股*＄10=＄15,000）。由于登记大额股利和小额股利的方法是
不一样的，所以会计师在做分录的时候必须先确定股票股利份额的大小。

为了更清楚的表示大额股利和小额股利对股东权益的影响，请看圖表 13.3：

圖表 13.3 股票股利

拆股是股票发行公司通过降低每股股票面值发布100%或更多的其他额外股票的一种行为。
在此交易过程中，公司得不到任何资产。拆股使得已流通股票的每股面值都大幅度降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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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二的拆股使得已流通股票的数量翻倍，以此类推，一分为三的拆股则使得其数量为原来
数量的三倍，等等。拆股虽然降低了每股股票的面值，例如，一分为二的拆股使得每股股票
的面值为原来的二分之一，但是记入借方普通股的总金额是不变的。42假设公司发行了
100%或是更多的股票，但是并没有降低其每股的面值，那这笔交易就是100%的股票股息交
易而不是一分为二的拆股。

拆股的会计分录取决于其特定的环境。一般情况下，公司仅仅改变已流通的股票数量以及登
记的股票面值或法定价值（经认可的股票数量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登记一分为二的拆
就是将其每股的面值由＄20变为＄10。如下所示：

在圖表 13.4中，我们概括了股票股利和拆股的作用。股票股利和拆股都不影响股东的总权
益。另外，拆股也不影响总的实收资本或留存收益，它只是增加已流通股份的数量，同时减
少每股股票的面值。股票股利增加实收资本的同时等量减少相应的留存收益。

圖表 13.4 股票股利和拆股的作用概要

我们在前一章讨论了公司对股票合法性的不同意见。国家法律规定公司合法资本或是法定资
本是股东权益的一部分，该权益是一直不变的，并且对于股东来说不会因股票的声明或发行
而受损。一般来说，法定资本等于发行股票的面值或法定价值，或每股发行股票的最低值。

国有企业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公司的债权人，他们的债权高于公司股东的权利。为了说明法定
资本概念的意义，假设一个公司正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且即将停业。如果没有法定资本的
股票，该公司的股东可能就会付给自己现金股票，或是让公司购买他们的股票，此时公司就
没有一点资金供债权人使用。

公司董事会拥有独家声明股票得权利。一般情况下，股票的合法性取决于留存收益用于股利
的数量，而不是某一时期的净收入。公司可以在他们发生亏损的时候派发股利，也可以根据
公司的留存收益的多少以及现金的状况调整股利。在某些国家，尽管从公司的积累资本来看
是亏损的，但该公司也可以声明股利。申报股利是否是明智之举取决于公司的现金状况。

通常情况下，股利减少留存收益，因为留存收益是对公司净收入的分派。然而股利也可能是
对缴入资本的分派，这种股利被称为偿付股利。

会计师将偿付股利记入借方的实收资本账目。公司应该通过将股利记入借方实收资本向股东
披露所有股利的来源，因为这并不是公司净收入的分派。股利支付的合法性取决于实收资本
的来源以及公司所在州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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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视角：商务洞悉
1995年出版了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该法案试图去保护投资者，防止白领犯

罪。此法案要求审计员积极寻找公司的欺诈行为。内部控制散漫，通过报告更

高的 收入、或行政奖励或基于收益的股票期权等方式抬高股票价格，这些危险

因素鼓励一些管理部门进行欺诈活动。公司的道德和有效地内部控制可以帮助

阻止欺诈行为 的发生。

13.4 留存收益的分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由于公司合同或是义务的原因，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的数量可能少于总的留存收益。留存收
益的分配通常通过合同或自愿的方式约束或限制其分配规模。例如，一份贷款合同可能规定
公司的部分留存收益价值，如价值＄100,000，直到该贷款支付，该现金股利才是可用的。
再或者说，董事会使用该净收入是为了企业的扩建，而不是为了支付现金股利。举一个这种
自愿限制的例子，例如通用电气公司的年度报告指出限制现金股利是为了提高生产能力，为
企业内部以及外部的扩展机会提供足够的财政资源。

有些公司将留存收益的账户转移到诸如“贷款协议拨款”或“留存收益企业扩建拨款”等账目进
行登记。虽然这些术语也反映留存收益储备，但我们并不鼓励这种形为。

留存收益分配的其他原因是为了未决诉讼，偿还债务或其它不可预见的费用。这些留存收益
的分配并不会减少总的留存收益。这些分配只是为公司在偿还贷款、扩建企业、或考虑其他
需要付出高额资本的尝试的时候，对现金股利外流进行限制。留存收益分为两部分——盈余
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独立基金的建立需要董事会的特定指令。用＄25,000的拨款偿还贷款协
议的贷款，其会计分录是：

当留存收益分配已经完成其限制股利的目的，且贷款已偿还，此时董事会可能会将该分配重
新转移到留存收益，使得留存收益保持不变。其会计分录如下：

在资产负债表中，留存收益分配是在股东权益的一部分，会计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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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留存收益分配并不减少股东权益也不减少总的留存收益，只是为某一特定目的而指定
（限制）部分留存收益。

记录和报告留存收益分配的正式实践正在减少，正如下面所陈述的，脚注将代替这些经费。

注7.留存收益限制。根据贷款协议条款，留存收益可用的股利不超过＄20,000。

这类脚注正是出现在财务报表后面的“财务报表说明”。资产负债表中的留存收益账目参考如
下：“留存收益（见注7）…＄45,000”。

留存收益组成的变化，向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揭示了公司的重要信息，一份独立的正式报表
——留存收益表——将揭露这些变化。

13.5 留存收益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留存收益表显示一定时期分配和未分配的留存收益。未分配的留存收益由净收入的增加（或
净损失的减少）、盈余公积以及未分配利润构成。留存收益分配的变化有拨款的增加或减
少。

圖表 13.5 留存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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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5中说的是沃德公司（Ward Corporation）的留存收益表。唯一的一笔分配是2010
年期间为公司扩建而拨款＄35,000。沃德在最初的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35,000（最初账目
为＄25,000），并从未分配的留存收益中间去＄35,000。股东可以从留存收益表中随意选择
其一作为自己的权益。

13.6 股东权益变动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大多数公司的年度报告中都包含4个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
此来代替留存收益表）和现金流量表（16章讨论）。股东权益表是对一定时期内，影响资产
负债表中股东权益账户交易的概括总结。这些交易活动既影响实收资本账目也影响留存收益
账目。所以，股东权益变动表既有留存收益表中的信息，也有其他信息。股东权益变动表中
的科目反映的是股东权益主要的会计科目：发行且已流通的股票类型，超过面值（或法定价
值）的实收资本，留存收益以及库存股。股东权益表中的每一行都反映出影响一个或多个股
东权益账目的主要交易的影响。

看圖表 13.6所示的股东权益变动表。第一行显示的是在起初的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账
目。该概要表明，拉金公司（Larkin Corporation）发行了10,000股普通股，并声明了5%
的股利，重新购回1,200股库存股息，获得净收入＄185,000，并支付了优先股和普通股的现
金股利。在每行交易影响的后面，拉金都会加上或减去每一科目的组成部分，以确定股东权
益账目的最终平衡。

13.7 库存股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库存股是公司发行后再重新购回属于公司自己的股本，该股份不会被取消，并且依法可再次
补发。由于他已被发行，所以我们不能将其归类于未发行的股份。

回想，在大多数国家，当公司有额外的授权股票时——该股票可以在最初的发行日之后发行
——按照优先购买权首先将这些额外股份按比例提供给现有股东。所以，公司可以在不违法
国家法规规定的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发行库存股。也就是说，库存股利可以不按目前股东权
益的比例提供给股东。

公司可以将自己的股本作为库存股购回，目的是：（1）取消或退回股票；（2）以更高的价
格补发股票；（3）减少流通在外的股票，从而提高每股的收益；（4）给员工发放股票。如
果说重新获得股份的目的是取消或退回股票，那么该库存股只有通过公司资本正式减少的形
式取消或退回所有的股票时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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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6 股东权益表

为占有更多的股利，或是为了表决而进行债权评估，大多数国家都同意发行库存股，但不流
通，因为这些股票已经不再属于股东了。会计师在计算每股收益的时候并不考虑在外流通的
库存股。但是，在确定法定资本的时候他们都会考虑流通在外的库存股，因为法定资本包括
流通股份和库存股。

在那些将库存股作为法定资本的一部分的国家，库存股的成本可能不会超过重新收购时的留
存收益。该条例通过阻止公司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使用资金购买自己的股票来代替支付债务的
方式保护债权人。因此，如果一公司受到这些条例（正如该文章所假设的）的约束，那么该
公司用于股息的留存收益必须超过库存股的成本。

在公司购回库存股的时候，他们以成本价将其记录在股东权益账目的借方，且分录名称为库
存股。43同时，将补发的库存股账目以成本价记入贷方。所以，库存股账目借方登记获得股
票时候的价格，贷方登记股票售后的价格。超过成本的补发价格代表的是实收资本，并被记
入贷方的实收资本——普通（优先）国库证券交易。

为了进一步解释，不妨假设The Hillside Corporation 在2010年2月18日以每股＄55的价格
购回已流通的普通股份100股。（公司股东权益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该公司于2010年
4月18日以每股＄58的价格发行30股。该会计分录为：

当股票收购后在发行的价格低于收购价格时，公司将股票成本和发行价格的差别登记到实收
资本——普通国库证券交易的借方。但是，这类账目从不会产生借方余额。根据定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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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账目都不会有借方余额。如果所举例的该公司于2010年7月12日以每股＄52的价格
额外补发股票20股，其会计分录为：

在这点上，实收资本——普通国库证券交易账目的贷方余额为＄30。如果余下的50股于
2010年7月16日发行，发行价格为每股＄53，其会计分录为：

注意Hillside公司已经用尽实收资本——普通国库证券交易账目的贷方余额。如果记入该借
方账目的金额超过＄30，将会产生借方余额。因此，剩下超过补发价格的成本＄70将会分
配给其相关股东，该成本也将被记入留存收益账目的借方。

有时候，股东会向公司捐赠股份。因为捐赠的股份对公司来说不产生任何费用，所以会计师
只在收到捐赠股份的时候做备忘记录。44唯一正式的会计分录是在该股份发行的时候，在其
借方登记现金，贷方登记实收资本——捐赠账目。例如，如果捐赠的库存股以＄5,000卖
出，其会计分录如下：

库存股通常以成本的形式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它是从实收资本和留存收益的总和中扣除
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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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7 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

会计视角：商务洞悉
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是世界上领先的生产商，主要生产方便谷物、餐后

甜点烘烤点心、快餐产品、晚餐和附加菜等。其流行品牌包括自主汉堡，贝蒂

妙厨和优沛蕾。通用磨 坊报道说在2000和2001年，其库存（库存股）中的普

通股分别为123,000,000股和122,900,000股。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扣

除 了该部分的成本。

为了总结我们在第12章和13章中所讨论的主要内容，在圖表 13.7中我们列出了资产负债表
中的股东权益部分。从该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1）分配给已流通股份的资金数量；（2）
除去指定股本所剩下的分配给流通股的资金；（3）其他形式的实收资本；（4）已分配以及
未分配的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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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8 损益表

13.8 净利润包含及排除的事项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师一直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应该包括什么。难道净利润仅仅包括收入
和正常运营的相关费用吗？还是净利润应该包括那些已停止运营，以及非常规的、偶然的收
益和损失？进一步说，比如2010年的净利润，其中一项目与前年紧密相关，难道这种情形
下就应该在2009年上缴额外的联邦所得税吗？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情况，无论正确与否，可
以直接归为留存收益吗？报告中会计原则的改变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APB Opinion）第九期（1966年12月）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中的一
部分。该杂志指出那些非常规的、偶然的项目，无论是产生收益还是造成损失，都属于特殊
的项目（在损益表中登记），或者说是前期调整（在留存收益表中登记）。这些特殊的项
目，在常规的、一直运营的净利润之后单独报告。

圖表 13.8和圖表 13.10中，我们分别列出了停止经营的业务、特殊项目以及前期调整等的报
告。针对圖表 13.8和圖表 13.10，我们不妨做出以下假设：安森有限公司（Anson
Company）拥有1,000,000股已流通的普通股，该公司的收入所得税为40%。除此之外，还
做出以下假设：

• 安森公司于2010年8月1日开始销售它的化妆品，损失500,000美元。2010年7月31日之
前其净经营损失为2,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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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森在2010年以远远高于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价格40,000美元将其一销售子公司售出
（特殊项目）。

• 2010年，安森公司发现200,000美元的土地收购成本在2009年全部用于财务会计和税
务，并在2010年进行前期调整。

• 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些假设做更详细的解释。
• 当一企业将其一部份（通常情况下是没有利润的部门或分区）卖给另一家公司或者是放

弃该部分的时候，该业务就会停止。当一公司不再继续该部门的时候，该公司会将其相
关信息在损益表中的指定位置——持续经营业务的收益之后，特殊项目之前——表示出
来。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 当年业务被停止之前得运营造成的收益或损失（扣除税项影响）
• 对该部门进行处理的获利或损失（扣除税务影响）。

安森有限公司在8 月1 日售出它的化妆品部门造成了税前500,000 美元的损失，税后是
500,000 美元*60%=300,000美元。该部门的运营截止到7月31日的税前损失是2,000,000美
元。该阶段的税后运营损失是2,000,000*60%=1,200,000美元。该信息在圖表 13.8中的损
益表中表示了出来。

在1973年之前，如果说一项目是非寻常性质的，或频繁发生的，公司在报告该项目的获利
或损失时就以特殊项目命名。因此，公司财务报表中的数据就与现实中的获利或损失是不一
致。这种不一致致使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APB Opinion）第30期（1973年9月）的发
行。该本书重新定义了这些非寻常性质的、频繁发生的特殊项目：特殊项目必须同时满足两
个条件——非寻常和频繁发生。会计师根据公司运营的环境来决定该项目是否是非寻常的、
频繁发生的项目。一些特殊项目的例子，无论是获利还是损失，即可螚是大灾难（就如以前
从没发生过的洪水或飓风）的直接结果，也可能是企业财产被外国政府没收或是被新颁布的
法律所禁止造成的。

周期性的净利润中也会包含特殊项目（Extraordinary items），并在损益表中的“持续经营
部门收益”中单独披露（扣除税务影响）。就如圖表 13.8中所示，安森在报告了其停止运营
损失之后报告了其特殊项目。

与正常经营活动相关联的收益或亏损，不论其大小都不能称之为特殊项目。比如，不能收回
的材料应收账款，陈废存货以及无形资产都不是特殊项目。虽然，这类项目可能会作为持续
经营收益的一部分内容被单独披露。

在圖表 13.9中，我们发现自2000年到2003年，600个样本公司当中大部分公司都没报告特
殊项目。

圖表 13.9 特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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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原则的变更实质上是改变了公司在净利润和财务状况方面的报告形式。会计原则的变更
其实是会计处理方法的改变，改变之后将这些特殊项目直接附属在库存清单上面。这些变化
还包括存货核算方法的改变，由先进先出变为后进先出。

从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APB Opinion）第20期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公司从某一时期到
另一个时期始终应该运用同样的会计方法。然而，如果说该新方法是可取的，或者这些改变
能够更加充分的披露财务报表，这时公司就可能会对其会计方法做出一些调整。当公司在对
其会计原则进行修改的时候，必须在其财务报表中将这些变化的实质、做出改变的理由以及
这些变化对净利润的影响给予解释。同时，公司也必须在会计原则发生改变的那一年的损益
表中将这些变化表示出来，同时，也必须将这些改变对前几年的累积效用（扣税净额）的影
响表示出来。

根据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声明（FASB Statement）第16期，我们发现前期调整应包括先前
公布的所有财务报表的修正错误。异常修正，偶然性错误（这些错误可能是因为会计原则使
用不当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计算错误引起的）都属于前期调整。而那些在会计核算中由于
使用预算而不可避免得产生的那些正常的、反复进行修正和调整的不视为前期调整。同样，
在发生错误当年就对其修正的也不能称之为前期调整。为了更清楚的解释前期调整，我们不
妨假设安森在2009年用200,000美元购买土地，将该笔费用登记在费用账户而不是土地账
户。在2010年5月1日发现该错误，而此时2009年的财务报表已经公布，该情形下的修正就
是前期调整。调整会计分录应直接登记在留存收益账户。假设该错误导致2009年少付
80,000美元的税收，其修正该错误的会计分录为：

伦理分析：埃斯化工公司（Ace chemical
company）

埃斯化工公司是一个小型的私人制造厂，已经获利运营好几年了。现在现金账

户余额是800万美元，留存收益账户余额是400万美 元。公司的固定资产由能

生产某种特定化学物质的专用设备组成。公司还拥有长期债务本金余额1000万

美元。其主要负责人（都是公司的股东）都关注公司的前 景问题。许多类似的

公司都受到其消费者和员工的起诉，说公司所制造的产品是有毒的，危害他们

的健康。但是埃斯化工公司并没有遇到类似事件，其主要负责人期 待在未来的

两年会涉及到此类问题。

该公司的股票并不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也 不进行交易。其主要负责人拥有70%

的股份，以目前市场价格，他们所拥有的总股东权益达800万美元（虽然在了

解其全部事实以后，其价值会低很多）。如果 遇到起诉以及公司受损事件，他

们也会担心，剩下的资产可能还不能满足债券人的要求，同时股东的权益也就

没什么价值了。这时，私人法律顾问会告知公司的主要 负责人，该公司可能会

失去所有的诉讼。

其中一个负责人说，他们购买了主要负责人一半的股票，价值400万美元，至

少应该获得一些东西。另一个负责人说如果这样的库存股交易是合法的话就可

以。结果，这种交易是合法的，因为它不会降低公司目前的合法资本。交易的

结果是留存收益可能降到0平衡，但不会出现借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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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调整不会出现在损益表中，但会在当年的财务报表中的留存收益表中以留存收益的形式
出现。

大多数停止经营的业务费用，特殊项目，会计原则的变更以及前期调整都会影响公司应付的
所得税。为了说明所得税的影响，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声明（FASB Statement）第96期要
求，所有的这些项目都要报告扣除所得税以后的结果，正如圖表 13.8和圖表 13.10中所示。
45税后净额指的是出现的这些项目的数额是扣除所得税后的结果。所以说，停止运营的业
务，特殊项目，会计原则的变更，前期调整等的总效果会出现在财务报表的一个适当位置。
用与损益表中“持续经营收益”相关的项目表示交易的结果（包括所得税）——此交易是合法
的，还可能会再次发生。需要注意的是项目的税收效用是可以单独出现的，就好比圖表 13.8
中所示的那些自行提前清理债务而获得的利得。公司也可能仅仅显示其净额（可以从圖表 1
3.8中停止运营的业务和会计原则的变更中看出损失，在圖表 13.10中将这些错误进行更
正）。

圖表 13.10 留存收益表

　

• 价值5,550,000美元的持续经营收益（圖表 13.8）比数值为4,077,600美元的净利润更
具代表性。

• 持续经营中特殊项目扣除税款后的效用就是对公司的实际影响。
• 收益既包括业务停止之前的每股收益（5.550美元）也包括业务停止后的收益（4.078美

元），还包括特殊项目，以及会计原则变更产生的影响（圖表 13.8）。
• 修正错误200,000美元，而留存收益仅仅增加了120,000美元（圖表 13.10）。之所以

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这笔账目登记在2009年纳税申报表中，少付税额为80,000美
元。在2010年的纳税申报表中，这80,000美元就应该付清了。

13.9 分析与使用财务成果——每股收益与市盈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对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来说，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公司目前的收益，既包括收益总数，也
包括每股流通股票的收益。而公司只计算普通股所有者每股股票的收益。每股收益（EPS）
等于普通股的净利润除以当前时期内发行并流通的普通股的平均数量。普通股东所拥有的收
益指的是净利润减去优先股的每份股利。一般情况下，无论股利是否被声明，累积优先股的
股利都会扣除（但不是拖欠股息）。但是，对于非积累的优先股股利他们只扣除已声明部
分。

例如，太阳微软系统有限公司（Sun Microsystems,）（该公司是合并公司）所有的已流通
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为3,417,000,000，普通股东在当年应得的收益是922,590,000美元。
太阳公司每股收益的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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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损益表中的每一重要类别的科目计算每股收益。换句话说，他们不仅计算持续经营业
务收益的每股收益，还计算停止经营业务、特殊项目以及会计原则变更等所得收益的每股收
益，同时还计算净利润的每股收益。注意圖表 13.8中，安森公司损益表的最底部报告就是每
股收益。

市盈率（每股普通股的当前市场价格除以每股收益）为股票与其它股票相比时在将来是否有
更高收益的潜力提供一个指数。将来有潜在高收益的股票就会有一个高的市盈率。

在金融方面成绩突出的国际化合并公司金博尔（Kimball）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其每股普通
股在年底的市场价格是16.00美元。每股收益是0.93美元（普通股A类和B类的平均）。金博
尔的市盈率计算如下：

本章我们将结束对股东权益的学习。在第14章中，将会学习股票投资和国际会计等内容。

13.9.1 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在资产负债表中，实收资本属于股东权益部分。实收资本的每一种来源都会被单独列出
来。

• 实收资本的来源：

(a)普通股。

(b)优先股。

(c)超过股票面值或是法定价值（既有普通股也有优先股）的部分。

(d)股票股利

(e)库存股交易

(f)捐赠

• 已流通的普通股100,000股，其现金股利是3%：在7月1日声明，9月15日支付。

• 已流通的10,000股普通股，其面值是100美元，股票股利为10%；声明的市场价格是每
股125美元（1月1日声明，2月1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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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流通股的10,000股普通股，股票股利为30%：1月1日声明，2月1日支付；每股面值
为100美元。

• 拆股：将1,000股面值为50的普通股拆为2,000股面值为25的普通股。

• 留存收益分配：工厂扩建拨款75,000美元。

• 库存股交易：100股普通股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购回，再以每股105美元的价格重新
发行。

• 业务被停止之前，其业务收益或损失（扣除税务后）在当年损益表中的“持续经营业务
收益”科目中进行报告说明。

• 同一部分的获利或损失（扣除税务后）也在损益表中的同一位置进行报告。
• 特殊项目是既具有不同寻常的性质，又频繁出现的项目。特殊项目出现在损益表（扣除

税务后）中的“持续经营业务收益”科目下。
• 在某一时期内的原则改变、性质变化、公正性以及对净利润的影响等都必须在财务表中

披露出来。同时，前几年收益（扣除税务影响）的累计效用变化必须在发生变化当年的
损益表中的“持续经营业务收益”科目下表示出来。

• 在前期调整之前发布的财务报表中包括前期调整误差。前期调整（扣除税务影响）作为
错误更正出现在留存收益表中的年初留存收益余额账目下。

• 每股收益等于普通股东所得收益除以流通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普通股东所得收益是
扣除任何优先股股利的净利润。每股收益所提供的信息是普通股的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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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盈率等于每股普通股的当前市场价格除以每股收益。市盈率显示出该股票与其他股票
相比在将来是否有高收益的潜力。

13.9.2 案例分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案例分析A 怀利有限公司（Wylie Corporation）拥有已流通的每股面值为150美元的普通股
10,000股。编制以下会计分录：

e. 每股1.50美元的现金股利声明。

f. 当市场价格为每股185美元时，声明股票股利为10%。

g. 当市场价格为每股195美元时，声明股票股利为40%。

案例分析B 下面是从布兰科特公司（Brackett Company）选出来的一些交易。

• 该公司购回自己的普通股股票200股，每股面值为100美元。以每股105美元的价格预
先发行，共计20,600美元。

• 以每股110美元的现金价格发行50股库存股。
• 以每股95美元的现金价格发行70股库存股。
• 公司的股东捐赠自己的100股普通股给公司。
• 以捐赠的形式收到的此100股库存股的发行价格为9,000美元。

为这些交易做必要的会计分录。

案例分析C Nexis有限公司2010年12月31日的账户余额，如下：

13.9.2.1 案例分析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案例分析A的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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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案例分析B的答案

1.

2.

3.

4. 股东捐赠100股普通股给公司。（只登记备忘分录。）

5.

案例分析C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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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 关键术语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现金股利将公司的积累收益以现金的形式分配给股东。

会计原则变更关于项目清单的会计核算方法的变化。

缴入资本见实收资本。

声明日（股利）在该日，公司的董事会以支付股利的形式采取一些行动。

付款日（股利）实际支付股利的日子，或是为股票股利发行额外的股份。

登记日（股利）由董事会决定哪些股东可以获得股票股利，并将其进行登记。

亏损留存收益账目中的借方余额。

停止经营的业务将公司的一部分卖给其他公司，或是公司倒闭。

股利将公司的收益分配给股东。

股利（现金）见现金股利。

股利（股票）见股票股利。

捐赠资本是将资产捐赠给公司，这将增加股东的权益。

每股收益（EPS）分配给普通股东的每股股票的收益，计算公式是普通股东所得收益除以普
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特殊项目这些项目是指性质非寻常但还频繁发生的项目。在损益表中报告的时候，如有税务
影响，要将税务扣除。

普通股东所得收益扣除所有优先股股利的净利润。

清算股利股利是缴入资本的收益，从不分配留存收益。

56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扣除税务影响在出现停止运营的业务，特殊项目，会计原则的改变以及前期调整的时候使用
的都是扣除税务影响后的结果。这些项目显示的数据是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结果。如果还有
未扣除的，必须马上支付，扣除。

实收资本公司所有的缴入资本，包括资本帐目中的资本。在账户名称中出现实收资本这个名
字的时候，该账户就包含资本了。这些资本是额外发行的股份，是登记在资本股利账户的资
本。

实收资本——普通股（优先股）库存股交易 当库存股的发行价格高于其成本时，记入贷
方。当这些股票的发行价格低于其成本时，在一定程度上与贷方余额平衡情况下，该账户被
记入其借方。

市盈率当前普通股每股的市场价格除以每股收益。

前期调整包括先前公布的财务表的大部分校正信息。前期调整在留存收益表中进行报告，其
数据如果有税收的话，要扣除税务影响。

留存收益这部分股东权益来自于累计收益。该账户中的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前期调整都
是已发生的，并扣除了股利和资金交易等特殊项目的收益。

留存收益分配这些关于留存收益的契约，限制或约束，会减少股利的数量，这些契约、限制
或约束也会被声明。

留存收益表通常情况下反映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无论是已分配的留存收益还是未分配的留存
收益，所引起变化的项目。

股东权益表总结了一定时期内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的交易。

股票股利分配——普通账户在登记股票股利的声名日时，股东权益（实收资本）账户贷方登
记已分配股票股利每股的法定值。

股票股利该股利是为了支付公司声明的其他资本股票。

拆股在减少每股面值的同时，将公司已发行股票的数量扩大2倍或是更多。拆股的目的是使
已流通股票的市场价格大大降低。

库存股已发行的股本股份和发行公司重购的股份；它们不会被正式取消，但是可以重新发
行。

13.9.4 自我测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正误

判断以下说法是否正确。

1. 公司的留存收益余额是公司实收资本的一部分。
2. 购买库存股不会影响股东权益。
3. 股利可称为是一项费用，因为它会减少股东的权益。
4. 股票股利减少留存收益余额，并使留存收益减少的那部分永久资本化。
5. 留存收益分配减少资产负债表中股东的总权益。
6. 佛罗里达的柑橘生产者的橙树遭受一场很严重的冰霜，该损失可以记为特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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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选择

为以下题目选择最佳答案。

1. 下面哪些项目不属于实收资本？
a. 普通股份
b. 实收资本——捐赠
c. 股票股利分配
d. 贷款协议拨款

2. Bevins公司（Bevins Company）以每股24美元的价格发行每股面值为20美元的普通股
10,000股。该公司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重新购回自己的股票1,000股。其会计分录为：

a.

b.

c.

d.

3. 如果该公司在第（2）题的基础上以每股36美元的价格发行500股库存股，其会计分录
为：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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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4. 库存股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a. 公司股东权益的减少
b. 流动资产
c. 流动负债
d. 资产投资

5. 单个股东有权收回自己所拥有股票的任何股利，是在哪一天？：
a. 宣称日
b. 登记日
c. 付款日
d. 会计年度的最后一天

6. ABC公司宣布了其常规季度股利为每股2美元。该公司发行了12,000股，接着又购回2,000
股作为库存股。其股利总计为：
a. 24,000美元。
b. 28,000美元。
c. 20,000美元。
d. 4,000美元。

7. 在资产负债表中，持续经营业务收益（扣除税务影响）的哪些项目不会以单独项目列出：
a. 特殊项目
b. 前期调整
c. 停止的业务
d. 会计原则的变更

翻到本章后面的“自我检测答案”，核对自己答案。

13.9.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公司中影响股东权益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什么？并解释他们之间的不同。
• 列出实收资本的来源
• 库存股账户和资产账户类似吗？库存股是资产吗？如果不是，库存股在资产负债表中该

如何表示呢？
• 公司购回自己的股票做为库存股的原因是什么？
• 根据留存收益规章约束计算库存股成本总额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做对股东、管理者、债

权人有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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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说法对公司股东总权益有什么影响：（a）现金股利声明，（b）支付已声明的
现金股利，（c）声明股票股利，（d）声明发行股票股利。

• 以下是与价值80,000美元的现金股利有关的日期：7月15日，31日，8月15日。识别这
三个日期，如果有会计分录，列出其会计分录。

• 如何在资产负债表中表示已声明但还未支付的现金股利？已声明还未发行的股票股利又
如何表示？

• 5月8日，公园有限公司（Park Corporation）董事会声明一股利，在6月5日支付，7月
17日登记股东账户。5月10日，吉姆以20,000美元的价格将其在公园公司的现金股利卖
给了本顿，在他的股份证书上签字并将其给了本顿。本顿将其证书归于自己名下。在5
月30日，本顿派过户代理人将其转移到公

• 园公司。谁将获得股利？为什么？
• 公司声明股票股利的原因是什么？
• 为什么股利包含声明公司普通股额外的其它分配，而不包含股东的收益？
• 小额股票股利与大额股票股利有什么区别？
• 清算股利是什么意思？
• 留存收益分配的目的是什么？
• 什么是股东权益表？
• 描述停止经营的业务。
• 什么是特殊项目？将他们报告在什么地方？如何报告？
• 列举一个会计原则变更的例子。如何表述会计原则变更所产生的影响？
• 什么是前期调整？将他们报告在何处？如何报告？
• 为什么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很有兴趣？哪些内容是每股收益能揭示出

但总收益不能揭示的？

13.9.6 练习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2009年12月31日，Yamey 公司的试算平衡表中有如下账户余额：

普通股（无面值，200,000股已授权、发行并流通，每

股的法定价值为＄20）
＄4,000,000

应付票据（2010年5月预期12%） 500,000

留存收益——未分配 2,500,000

现金支付股利（12月15日声明，优先股） 12,000

贷款协议拨款 480,000

优先股（6%，面值＄200，已授权、发行、流通2,000

股）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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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法定价值的实收资本——普通股 300,000

超过面值的实收资本——优先股 40,000

以恰当的形式将其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表示出来。

练习B 福格公司（Fogg Company）发行了其已授权、每股面值为400美元的普通股5,000
股。在2009年2月1日，公司的董事会声明了一类股票，该股票每股价值12美元，并于2009
年3月15日支付，3月1日将其登记在股东账户。给出必要的会计分录。

练习C 2009年12月31日，Jay 公司（Jay Company）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显示，
授权、发行并流通的法定价值为20美元的普股100,000股，其中9,000股作为库存。当日，
董事会声明一现金股利，其价格为每股2美元，并将在2010年1月21日支付，1月10日将其
登记在股东账户。请列出这些日期的会计分录。

练习D 凯文有限公司（Kevin Company）拥有75,000股流通股，这些股票既没有面值，也
没有法定价值。该股票以每股80美元的平均价格发行。该公司还有3,200,000美元的留存收
益。普通股当前的市场价格是每股120美元，总的授权股票有500,000股。

a. 其声明股票股利为10%，为其做必要的分录。

b. 如果该公司声明股票股利为30%，在做股利会计分录之前还需要什么信息？

练习E 格兰特集团（Grant Corporation）的股东权益包括每股面值为30美元已授权的普通
股60,000股，其中30,000股已以其面值发行，还包括750,000美元的留存收益。不久，该公
司将其股份进行拆股。改变其原有的面值，一个拆成两个，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发行。

a. 为拆股做必要的会计分录。

b. 假设相反，公司声明并发行的股票股利为10%，声明日的市场价格为每股40美元，列出其
会计分录。

练习F 威利斯有限公司（Willis Company）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每个贷款协议的拨款为900,000美元。

a. 为创建该账户提供必要的分录。

b. 解释拨款的原因，以及他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形式。

练习G 凯莉有限公司（Kelly Company）有已流通的法定价值为每股20美元的普通股50,000
股，全部以每股24美元的价格发行。有留存收益800,000美元。该公司用现金以其账面价值
从已故的股东那里购回2,000股。

a. 给出购回的股票的会计分录。

b. 给出该股票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补发股票的会计分录。

c. 假设股票重新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发行，并且先前没有股票交易。给出其会计分录。

练习H 埃文有限公司（Evan Company）在2009年12月1日，收到法定价值为200美元的普
通股200股。2009年12月15日，以62,400的价格将其以现金形式发行。给出这些交易必要
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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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I Vista 公司获得了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花费6.4亿美元，遭受地震税后损失400万美元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损失），自愿提前偿付债务造成的损失时税后600万美元。假设所得税
税率为百分之四十。公司在年初的留存收益是3亿美元，声明200万美元的股利。

a. 列出当年的损益表。

b. 列出当年的留存收益表。

练习J 康纳有限公司（Conner Company）2009年1月1日有留存收益56,000美元。当年，
该公司的销售额为160,000美元，物品成本是96,000美元，其它业务费用，扣除税务后
32,000美元。2009年，该公司发现前三年资产负债表中的累积土地折旧费40,000美元是错
误的。假设该公司的税率是40%。列出2009年12月31日，该公司的留存收益表。

练习K 下面是关于佩里有限公司（Perry Corporation）2009年到年底12月31日的信息：

流通的普通股 75,000股

持续经营业务的收益 ＄1,523,200

停止经营业务的损失（税后） 240,000

特殊收入（税后） 144,000

计算2009年的每股收益。并以其在损益表中的格式表示出来。

练习L 2009年迪恩有限公司（Dean Company）所拥有的已流通的普通股的平均数量是
200,000股。2010年为215,000股。这两年的净利润如下：

2009 $2,208,000

2010 2,304,000

a. 就算2009年年底以及2010年的每股收益。

b. 得出的结果将会向股东或潜在投资者披露什么信息？

13.9.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应用题A 哈特有限公司（Hart Company）的会计员列出了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股东权
益表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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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授权的股票包括12,000股优先股，其面值为120美元，还有75,000股普通股，面值为48美
元。优先股分两次发行：（1）以面值价格发行5,000股，（2）以每股134.40美元的价格发
行3,000股。50,000股普通股以每股62.40美元的价格发行。以264,000美元购回5,000股库
存普通股。会计员从普通股账户中扣除库存股成本。

请正确给出2009年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

应用题B 2009年6月30日，乔迪公司（Jody Company）股东权益项目：

2009年8月4日，声明现金股利为4%，于9月3日支付。11月16日，声明股票股利为10%。该
股票在12月1日发行。普通股的市场价格在11月16日是每股360美元，12月1日是每股354美
元。

为这些交易作必要的会计分录。

应用题C 下面是怀特公司（White Corporation）列出的一些交易：

2002

12月31日，该公司董事会授权将留存收益的50,000美元拨款给未来的新厂址和新建筑的构
建。（在未来

6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6年不需要做会计分录。）

2007

1月2日，现金购买新厂址，100,000美元。

3月29日，为建设新的建筑物签订合同，30天后付款。

2009

2月10日，检查后，新建筑最终获得批准，将全部账款500,000美元付给戴尔公司。

3月10日，为给新选厂址和新建筑拨款，董事会授权释放留存收益。

4月2日，声明了已流通的面值为50美元的普通股100,000股中5%的库存股。市场价格是每
股55美元。为所有的这些交易做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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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题D 下面是凯恩公司（Kane Corporation）2009年12月31日列出的一部分数据：

应用题E Sayers 公司2009年1月1日的股东权益如下：

下面列出的是发生在2009年的一些交易：

• 发行368,000美元的股票10,000股。
• 在市场价格为每股48美元时，声明股票股利为4%。
• 卖出1,000股库存股，43,200美元。
• 为第2种交易方式声明的股票股利发行股票证书。
• 以67,200美元的价格购买2,000股库存股。
• 为每个贷款协议增加拨款43,200美元。

为这些交易做会计分录。

应用题F 2008年12月31日，布莱尔公司（Briar Company）的股东权益包括经授权的、发
行并流通的累积为72美元的优先股1,000股，法定价值是每股240美元，其起初的发行价格
是每股1,192美元；还有授权、发行并流通的普通股100,000股，该股票没有面值，法定价格
为160美元，其起初发行价格也是160美元。除此之外，还有留存收益1,120,000美元。下面
列出的交易还有其它数据都是与2009年有关。没有发生库存股交易。

• 该公司以每股336美元的价格购回普通股2,000股。
• 以每股288美元的价格发行库存股1,000股。
• 股东将自己的1,000股普通股份捐赠给公司。并以每股256美元的价格立即发行，以提

供运营资本。
• 第一季度，声明每股18美元的股利，以优先股支付。在2009年没有其它股利的声明或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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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公司净损失为224,000美元。

a. 为上述交易做会计分录。

b. 做2009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部分。

应用题G 下面是2008年10月31日，贝尔公司（Bell Company）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
分：

在接下来的财政年度，贝尔公司进行了以下交易：

• 2008年10月，在一等待诉讼得过程中，可能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所以该公司授权
12,000美元的留存收益分配。该诉讼是由一客户引起的。该客户为了索取赔偿，寻找公
司涉嫌违法的行为。公司在2007年签订一份合同，以规定的价格为客户提供物品。该
诉讼在2009年3月6日结束，结果是法院指定该公

• 司赔偿10,500美元作为补偿。在决定所得税责任时，这些损失并没有被扣除。董事会决
定赔偿损失，停止分配。该损失不能称之为特殊项目。

• 公司在2009年3月以每股9美元的价格收回自己的普通股份1,000股。在6月30日，以每
股7.20美元的价格重新发行。

• 当年声明并支付的股利是优先股的6%，声明并支付的普通股是每股18美分。两种股利
都是在9月1日声明，2009年9月30日支付。

第一年公司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是11,400美元，不含诉讼损失。

a. 为前面的交易做会计分录。

b. 为2009年10月31日做留存收益表。

c. 为2009年10月31日做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

应用题H 布林克斯公司（Brinks Company）2009年的部分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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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联邦所得税的税率是40%。所得花销、税收和损失都计算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地震损失
额是根据该公司所在地第一次发生地震得来的。另外，公司发现2008年错误登记了当年购
买土地的成本160,000美元，在2008年的纳税申报表中犯了同样的错误。

a. 做2009年12月31日的损益表。

b. 做2009年12月31日的留存收益表。

13.9.8 选做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选做题A Dex 公司2009年12月31日的试算平衡表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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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写出2009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的分录。

选做题B 卡森公司（Carson Company）200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部分如
下：

2009年，7月15日，该公司董事会声明现金股利为12美元，于2009年8月1日支付。2009年
12月1日，董事会声明股票股利为10%，并于2009年12月15日发行。该股利的市场价格在
12月1日的144美元，12月15日为168美元。

为这些股利交易做必要的会计分录。

选做题C 2009年9月30日，法尔科内公司（Falcone Company）的账簿包括以下账户余额：

9月30日：

应急拨款 ＄210,000

工厂扩建拨款 392,000

留存收益——未分配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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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期间，公司采取以下行动：

• 增加应急拨款60,000美元。
• 减少工厂扩建拨款160,000美元。
• 建立贷款协议拨款，每年增加48,000美元。
• 声明现金股利140,000美元。

为该公司的这些交易作必要的会计分录。

选做题D 下面是从泰勒公司（Taylor Corporation）选出来的交易：

2004

12月31日公司董事会为公司将来的主要建筑从留存收益中拨款450,000美元。（在每个接下
来的4年的最后一天，公司都会做同样的事。这些年不需要做分录。）

2009

6月3日，以4,500美元的价格为公司的主要生产厂房建造配楼获得建筑许可证。

7月30日，支付新建配楼费用1,800,000美元给斯塔克建设公司（Starke Construction
Company）。

8月4日，董事会授权声明全额拨款扩建厂房。

4日董事会直接声明的流通普通股25,000股的股票股利为10%，每股面值500美元。当日的
市场价格是每股660美元。

为所有的交易进行登记，记录。

选做题E 下面是关于达尔公司（Dahl Corporation）2009年的信息：

当年净利润 ＄1,680,000

声明普通股股利 235,000

声明优先股股利 134,000

留存收益，1月1日，未分配 5,040,000

债权回收拨款 672,000

在12月31日，不再需要“损失拨款诉讼” 余额，因为未分

配的留存收益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840,000

为该公司2009年12月31日做留存收益表。

选做题F 橡果公司（Acorn Company）2008 年12 月31 日的股东权益包括授权、发行并流
通的普通股20,000股，其面值为每股50美元。还有超过其面值的实收资本240,000美元，留
存收益400,000美元。下面是2009年的部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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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购回自己的普通股3,000股。

6月1日，以每股120美元的价格发行500股。

30日又以每股90美元的价格发行700股。

10月1日，以每股5美元声明现金股利。

10月31日支付10月1日声明的现金股利。

当年的净利润是80,000美元，没有影响留存收益的其它交易发生。

a. 为这些交易做会计分录。

b. 做该公司2009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

选做题G 2008年12月31日，萨格尔公司（Sager Company）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部分如
下：

下面是2009年发生的一些交易：

6月13日，以每股13.20美元的价格，以现金收回以前未发行的550股普通股。

2月4日，以500股普通股支付一块土地，该股票已经发行。在当日，以每股12美元的价格封
闭普通股的市场价格。

3月24日，以每股14.40美元的价格发行所有的库存股。

6月23日，声明每半年一次分红的优先股。

6与30日，支付该优先股。

7月3日，声明普通股股票股利为10%，当日的市场价格是16.80美元。

7月18日发行该股票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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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公司以每股14.40美元的价格购回自己的股份105股。

11月18日，声明每半年一次分红的优先股和每股0.24美元的普通股。

11月30日，两种股票都开始发行。

12月31日，支付这两种股票。

31日，工厂扩建的额外留存收益拨款3,000美元。

a. 为2009年该公司的交易做会计分录。

b. 为2009年做留存收益表，假设当年的净利润为25,800美元。

c. 做2009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

选做题H 埃斯公司（Ace Company）2009年12月31日的部分数据如下：

净销售额 ＄1,000,000

利息支出 90,000

普通股的现金股利 150,000

消费及管理费用

优先股的现金股利 70,000

租金收入 400,000

产品销售成本 650,000

水灾损失（以前从没发生过） 200,000

利息收入 90,000

其他收入 150,000

租赁设备折旧与维修 270,000

普通股的股票股利 300,000

2009年塑料部的经营收入达到了销售点 50,000

塑料部收益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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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损失（从未发生） 400,000

不同折旧方法所得的前几年的累积收益 80,000

假设联邦所得税税率是40%。前面所有的费用，收入和损失都包含在应纳税当中。公司
2005、2006年生产销售的产品（2006年已经停止），其产品专利侵权产生法律判决的诉讼
损失。另外，公司发现在2005年，错误登记了250,000美元的购买土地费，2008年在税收回
报表中犯了同样的错误。200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为5,600,000美元。假设整年有10,000股
普通股和5,000股流通的优先股。

为2009年做损益表和留存收益表。

13.9.9 思考题——决策思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案例A 2009年7月30日，贝茨公司（Bates Corporation）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
益部分如下：

2009年7月1日，公司董事会声明10%的库存股，在7月16日将其登记在股东账户，8月2日进
行分配。11月1日，董事会直接发布每股2.40美元的现金股利，并将其在12月2日支付，在
11月16日登记到股东账户。从4年前到2009年，公司以每股2.52美元的价格支付年度现金股
利。

2009年7月1日，鲍勃琼斯（Bob Jones）拥有8,000股贝茨公司的普通股，该股票是他4年前
购买的。在2009年7月1日，他的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每股48美元，在7月16日是每股43.64美
元。

a. 2009年琼斯所得的现金股利将以什么账户登记？该账户与琼斯先生4年前收到的现金股利
账户有什么不同？

b. 琼斯先生问他的会计师，为什么他的股票价格在2009年7月16日由原来的每股48美元降
为每股43.64美元？请解释原因。

c. 你认为琼斯的股票股利和每股2.40美元的现金股利之和要比仅仅是每股2.52美元的现金股
利好吗？请解释你的原因。

商业决策案例B 以下是吉尔公司（Keel Corporation）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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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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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吉尔公司的管理者问他的注册会计师，让他分析这些分录并确定每一分录是否正确。任何解
释都是可以的。然而有一个分录是不正确的，找出错误，并改正。

年度报告分析C 下面的问题都是以2006年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 Company）的年度报
告为基础的。如想看报告，请登录可口可乐公司的网站www.cocacola.com。在你进入该网
站后，点击可口可乐公司。点击投资者，将会出项一下拉菜单，右边有财务报表可供选择。
点击资产负债表，打开，你会发现库存股的总成本。进入选定的财务数据，打开，你会发现
流通的普通股的数量。

a. 以资产负债表以及标注信息为基础，确定流通的普通股的数量；2006年总的库存股成本
就唾手可得啦。

b. 讨论并陈述可口可乐公司收购库存股的原因。

c. 找出2006年可口可乐公司损益表中的每股收益。如果在2006年12月31日普通股的市场价
格式30美元，市盈率是多少？

伦理案例——写作经验D 在伦理案例基础上，书面回答以下关于埃斯化工公司（Ace
Chemical Company）的问题：

a. 该交易对债权人公平吗？

b. 为什么公司负责人不只是声明400万美元的现金股利？库存股交易的提议对其他股东公平
吗？

c. 如果你是负责人之一，对此库存股交易你感觉如何吗？

小组项目 E 一小组同学去图书管，查找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声明（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第4 期。“已还债务的获利和损失报告”是由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
（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公布的。以最高标准给老师写一份报告。
为什么这些获利或是损失可以称为特殊项目？为什么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要做这个报告？为
什么其中一个委员 有异议？

小组项目F 和一个或两个同学一起，查找三个公司的年度报告，并学习该三个公司股东权益
表。确定当年他们为什么要改变普通股流通的数量（如果有的话）。比如：由于新发行的股
票，股票期权的行使，优先股的转换，认股权证的行使，股票股利，以及其它原因等，流通
股的数量可能会增加。由于回购股份（库存各分交易），流通股的数量也可能减少。写一份
报告交给老师，描述你的发现。同时也要为在班上做演示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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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0 网络的使用——发现真正的世界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通用公司的以下网站：

http://www.ge.com

仔细查看，直到你发现汇总报表中股东权益的变化。在寻找财务报表时，你可能会走一些弯
路，但一定能找到。这种训练是对使用网络的全方位的练习。这些微量的变化曾经在三年前
股东之间的股利交易中发生。为将来更深入的信息，仔细查看财务报表的说明。给老师写一
便条总结你的发现。

访问下面的网站3M：

http://www.3m.com

仔细查看，直到你找到财务部分。为得到这些信息，你可能走一些弯路，但你一定能找到。
这也是对使用网络的一种全面练习。查看在最近两年发生的股东权益部分的变化。识别变化
的原因。为将来更深入的信息，仔细查看财务报表的说明。给老师写一便条总结你的发现。

13.9.11 自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正误

1. 错误。公司的实收资本仅包括股东或其他人投入的资本。不包括留存收益。
2. 错误。购买库存股减少总股东权益。
3. 错误。股利是过去收益的分配，不是费用。
4. 正确。股票股利是永久性的留存收益的一部分，他减少留存收益，但同时以同样的价值

增加实收资本。
5. 错误。留存收益分配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留存收益部分不能提供现金股利。所以留存收

益分配不会减少总的股东权益。
6. 错误。这种损害发生的太频繁，不能说是偶发性的。

多项选择

1. d. 贷款协议拨款是留存收益的一部分。

2. c. 当库存股购回时，以其成本价格，登记在股东权益账户——库存股的借方余额。

3. a. 库存股通常以总股东权益减少的形式出现。

4. b. 登记决定谁将获得股利的日期。

5. c. 股利的总账目记录如下：

（12,000-2,000）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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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股利 ×2美元

总股息额 20,000美元

6. b.前期调整在留存收益表中以公开的留存收益余额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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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4 股票投资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理解股票投资并能区分股票投资处理中的成本法和权益法。
• 掌握短期股票投资以及长期股票投资的会计处理。
• 为持股比例为20%到50%间的长期股票投资做会计分录。
• 描述母公司以及子公司的性质。
• 通过已合并的工作报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 说出合并财务报表的好处以及局限性。
• 分析并使用财务结果——普通股股息收益率、派息率。

会计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

在过去的10年中，公司合并、收购的速度和规模是如此的惊人。这些巨型公司的合并，也包
括战略联盟决策。合并、收购的潜在收益是迅速增加市场份额，扩大生产线，增加公司的稳
定性，巩固财务状况，利于抓获行政或技术性人才，节约成本等。1999年，埃克森和美孚
（Exxon and Mobil）进行合并，总资产为820亿美元。起初，公司估计能够节约28亿美
元，实际上到2002年节约成本已经达到70亿美元。

但是并非所有的合并、并购公司都能达到如此好的效果。事实上，许多公司合并，收购后反
而削弱公司实力（例如，eBay公司收购SKype公司）。公司合并之后，会计师除了记录公司
交易外，还起到与合并前相比更重要的作用。

在收购某公司时，首要考虑的是“我们是否真的要进入本公司的商业活动”。一些有目的公
司，为试图使其公司的购买价格最大化，可能会扭曲它的财务状况或隐瞒某些可疑的行为。
此时，收购方的会计师要详细了解所要收购公司的财务状况、业务运营状况以及人力资源状
况。会计人员通晓会计实务和记录程序，因此经过训练后是查找财务报表失实记录的最好人
选。许多合并、收购事件在会计人员深入了解之后被取消。

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收购的目标价值是什么”。收购公司通常会让所有被收购的目标公
司提供其财务报表。此时需要专业的会计师解释这些财务报表和其它财务数据，以此来决定
目标公司的价值。同时，专业会计师懂得如何将财务数据转换成公司价值，以及公司的哪些
价值没有会计登记。

企业收购在每一个行业都很常见。专业会计人士在企业价值评估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对公司的
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会计事业当中发展最迅速的一个代表。

通常情况下，一个大的公司通过收购或是控制股权（大于50%的流通股权）的方式占有小的
并购目标公司。这些收购实践中，一部分是通过友好方式实现（收购目标公司同意收购），
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收购目标公司反对收购）。如果该努力成功的话，两家公司就成为一
个会计业务核算实体，也会编制综合财务报表。占有其它公司的公司称为母公司，被收购的
目标公司称为子公司。该章主要讨论母公司以及子公司的会计核算。

当一个公司购买另一家公司股票的时候，其所占有股票投资份额的会计核算方法取决于公司
投资的动机和投资的相对量。一个公司购买另一家公司股票的动机可能是：（1）过剩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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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期投资；（2）以一定的百分比长期投资另一家公司的股票，以确定所需原材料的供应
（例如，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巨额投资、或直接购买石油钻探公司）；或者是（3）扩大长期
投资（购买另一个盈利公司而不是重新开始一项新业务）。在资产负债表中，第一种情况的
投资是流动资产，剩下的两种情况是长期（非流动）投资。正如这一章所说的，被投资公司
购买者的所有权水平决定了投资是按成本法还是按权益法计算的。

14.1 成本法和权益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普通股的投资者可用两种方法核算他们的对外投资，成本法和权益法。在这两种方法当中，
投资者最初投资额的计算方法是成本法（购买价格）。在成本法下，投资公司并不会因为被
投资企业的收益、损失以及股利的改变而调整投资账户余额。 相反，投资公司所得股利将被
记入股利收入账户的贷方。在权益法下，投资公司会随着被投资企业收益、损失以及股利的
改变而调整其投资账户。

会计准则委员会（The Accounting Principles Board）（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前身）能够
识别出每一种计算方法的适用环境。本章将描述每一种情况。确定恰当的会计方法的一般规
则如下：

14.1.1 短期股票投资以及不足20%的长期股票投资的计算方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师用成本法登记所有的短期股票投资。如果一公司作为长期投资占有另一家公司流通股
的份额不足50%，其所有权的百分比决定是使用成本法还是用权益法。假如一采购公司占有
被投资公司流通股的份额不足20%，并且对其也没有什么重要影响，其计算方法就采用成本
法。如果说该公司占被投资公司流通股份额的20%-50%，或者说不足20%，但此股份却起着
重要作用，就采用权益法。所以，所有的短期股票投资以及大多数不足20%份额的长期投
资，公司都采用成本法。超过50%的投资者，无论是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根据合并程
序，产生相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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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成本法——短期股票投资以及不足20%的长期股票投资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当一家公司以购买股票（股权证券）的形式进行投资时，会计师会根据管理层的意图，将股
票分类。如果某一管理者买下该证券，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将其卖出，该活动就属于证券交
易。如果长期拥有该股票，就称为可供出售证券。证券交易一般情况下都是流动资产。可供
出售证券即可是流动资产，也可以是非流动资产，其取决于管理者打算拥有时间的长短。不
同类型证券的会计记录都是不一样的，该话题将在本章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讨论。

不同种类的证券之间也可以交易，但是必须符合该交易的特定规则。这些规则将在中级会计
中出现。在成本法下，投资者的股票投资以成本计算，一般情况下就是支付股票的现金。他
们的大多数股票都是通过经纪人从另一个投资者（而不是发行公司）手中购买，这些经纪人
都在有组织的市场，比如纽约证券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所以说成本包括支付股票的股份加
上经纪人的佣金。

比如，假设布鲁尔公司（Brewer Corporation）以每股14.22美元的价格从考恩公司
（Cowen Company）购买了面值为10美元的普通股1000股作为短期股票投资，同时给经
纪人180美元的佣金。经纪人的大多数股票都是以美元、美分为单位的。布鲁尔公司登记其
投资的会计分录如下：

获得现金股利时的会计记录股票投资获得股票红利。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将现金股利以现金
登记在借方，而贷方登记股利收入。该原则的唯一特例是股利在这一会计期间声明而在下一
会计期间支付。该情况下，允许公司在适当的会计期间登记该笔收入。假设考恩公司
（Cowen）在2010年12月1日声明了面值为1美元的现金股利，在12月20日登记在股东账
户，在2011年1月15日支付。布鲁尔公司在2010年应该作如下分录：

股票股利和拆股正如13章所讨论的，公司愿意声明股票股利而不愿声明现金股利。投资者
并不承认股票股利以外的其他股票收入。投资者记录所得其它股票的数量，并降低其所持股
的成本。例如，如果考恩公司在2011年2月发布股票股利为10%，布鲁尔公司——以每股
14.400美元的成本占有1,000股（每股14.40美元）——将会收到另外的100 股股份，此时该
公司拥有1,100 股，其成本价格是每股13.09 美元（计算方法是14,400/1,100股）。类似，
当公司声明拆股时，投资者登记所得的股份，同时降低每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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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声明（FASB Statement）第115期（1993）根据公平市场价格方法管
理其后的股票市场估价。46市场化指的是股票畅销；股权证券可以是普通股也可以是优先
股。此声明还涉及到后续的债务证券评估。47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声明（FASB
Statement）第159 期（2007）修改了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声明（FASB Statement）第115
期的说法，并提供一个公平的价值选择，允许公司在指定的日期内以公平的价值选择某些项
目。其后的债务证券评估将在中级会计中说明。

圖表 14.1 汉森公司股票投资组合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声明（FASB Statement）要求公司在年底应根据公平市场价格调整他
们投资组合的每一种投资（证券交易和可出售的证券）。公平市场价格是有价证券的市场价
格，或买方或卖方愿意支付的证券交易的价格。未实现的收益或损失都会产生投资组合。

证券交易为更清楚的说明证券交易的公平市场价格，不妨假设汉森公司（Hanson
Company）在其证券交易投资组合中拥有圖表 14.1中所示的证券。公平市场价格方法指出
汉森公司的证券交易投资组合总的公平市场价格是1,000美元，少于它的成本价格。在2010
年年底登记的其会计分录为：

注意，借方记录的是证券交易账户的未实现跌价损失。该损失之所以未实现，是因为该证券
还没有被卖出。但是，该损失以净收入的减少登记在损益表中。在上面的会计分录中贷方是
股票交易账户，目的是根据公平市场价格使其达到平衡。（持有收益的未实现的证券交易会
使净利润增加。）

假如汉森公司在2011年1月1日将C投资出售，该公司会获得5,000美元（假设出售之前市场
价格没有变化）。出售的损失来自于2010年市场价格的变化而不是2011年；公平市场价格
的过程产生适当的年度损失。出售的会计分录为：

不需要对先前扣除的未实现跌价损失账户做调整，因为未实现损失已经登记在2010年的损
益表中，由于整个过程的结束该留存收益也不再改动。

可出售证券假设一有价资产证券——其管理者在近期不打算将其售出——的成本是32,000
美元，在2010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格是31,000美元。该损失的处理取决于它是股票市场价
格的临时下降还是其价值的永久性降低。首先假设该损失是由于股票市场价格的暂时下降造
成的。其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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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账户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表现形式如下：

注意，可出售证券的未实现跌价损失作为股东权益独立的负面部分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而
不出项在损益表中（因为该交易确实是证券交易）。而未实现收益则作为股东权益独立的正
面形式出现。可出售证券中无论是未实现跌价损失还是未实现收益都不包含己确定的净利
润。因为在不久的将来，该未实现部分都会毫无例外的被实现。他们不会很快将该证券售
出。

可出售证券的出售将会产生实现收益或是实现损失，并且会在当期的损益表中报告出来。资
产负债表中任何未实现的损失或收益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内被识别。假设上面所讨论的股票在
公司持有三年之后，在2011年1月1日以31,000美元售出（假设售出之前其市场价格没有变
化）。登记该交易的会计分录是：

第一个会计分录的借方账户显示的是未实现损失通过出售证券而变成已实现损失；该账户在
损益表中表现出来。第二条记录冲销证券，并记录现金收益。该记录与证券交易出售的会计
分录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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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出售证券的损失——称为永久性损失——以已实现损失登记并将其从净利润中扣除。
登记永久性损失1,400美元的会计分录如下：

就算是该股票的市场价格复苏，这1,400美元的损失也不会逆转。股票的折价也属于它的“成
本”。在将来股票售出的时候，我们会像处理证券交易一样对之进行处理。该收益或者是损
失也会在损益表中出现。因此，其会计分录可能会简单的登记为收到的现金以及以公平市场
价格冲销证券。如果证券的市场价格自上次账户被调整（在年底）以后有波动，对于此波
动，将会有额外的收益或损失登记在该账户上面。

会计视角：商务洞悉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股票市场价格从116.60跌到112.52。到1942年4月平

均下跌92.92。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平均价格上升 到119.40。自那以后，

平均价格开始大幅度上升，尽管有时会时断时续。比如，在2007年道琼斯平均

工业指数（Dow-Jones Industrial Average）突破14,000点。在2009年春

季道琼斯指数下滑到7,000，到2009年年底有回升到10,000。在过去的60

年，投资者通过 在股票市场投资，平均每年获得10%到12%的收益率。没有人

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大多数人都试图在通货膨胀之前投资股票。你可以

通过互联网访问道琼 斯工业平均指数（DJIA）网站http://www.dowjones.co

m，学习更多的关于股票市场的知识。

14.1.3 权益法——长期股票投资份额为20%到50%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如果一公司（投资者）购买另一家公司（被投资者）流通股的20%-50%作为长期投资，并说
对被投资公司有很重要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就算是投资公司所占有的份额不足20%，也
可能会对被投资公司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投资者的投资账户
都必须采用权益法。

在用权益法计算股票投资的时候，不管有没有收到股利，投资公司必须认识到自己所有的股
份给被投资公司带来的收益。之所以这么处理，是因为投资公司通过对股利的声明对被投资
公司产生影响。投资公司通过影响被投资公司是否决定声明股利来控制自己的收益。

所以，在被投资公司报告收益或是损失时，投资公司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股份对被投资公司的
收益或损失造成的影响。例如，假设Tone 公司（投资者）占有荷兰公司（Dutch
Company）（被投资者）股份的30%。荷兰公司报告说当年的净利润是50,000美元。使用
权益法，Tone 公司在2010年底做出如下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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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兰公司所得的15,000美元的收益登记在Tone公司2010年的损益表中。同时投资账户会
增加15,000美元。

如果被投资方出现损失，投资公司借方登记损失账户，贷方登记投资账户投资损失。例如，
假设荷兰公司在2011年产生了10,000美元的损失。由于Tone公司仍然占有荷兰公司30%的
股份，Tone公司登记其损失如下：

Tone公司将在2011年的损益表中报告该3,000美元的损失。这3,000美元的贷方账户使得
Tone公司在荷兰公司的投资股份减少。另外，因为股利是公司的所有者对所得收益的分
配，如果荷兰公司声明并支付20,000美元的股利，Tone公司也需要登记该笔会计分录：

根据刚才介绍的权益法，荷兰公司投资账户资产净值的30%是Tone公司所得的资产。

14.1.4 所占份额超过50%的股票投资的核算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近些年来，许多公司，通过购买另一家公司的某一主要部分或是全部的已流通得有表决权的
股票，来扩大自己的规模。这样收购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确保原料的来源（比如石油），也可
能是为了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或是通过投资获取更多的收益。不管投资的目的是什么，两家
公司都保持独立的企业法人。在这一部分，你将懂得如何解释企业合并。

正如本章开头所介绍的，一家公司占有另一家公司有表决权的流通普通股的股份超过50%，
该公司就称为母公司。被母公司收购并控制的公司称为子公司。

母公司和其子公司各自拥有自己的会计记录和财务报表。但是，母公司和子公司同时受公司
的最高管理层控制，并且母子公司之间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母公司一般都会准备一套财务
报表，这些报表称为合并报表。合并报表汇总了包括子公司在内的母公司财务报表，将母公
司和子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表示出来。

根据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声明（FASB Statement）第97期，在下面几种情况下，必须有合
并报表：（1）一家公司占有另一家公司有表决权的流通普通股的股份超过50%，（2）除非
控制是临时的或者不是主要的所有者的时候（例如公司在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破产期间）。47
所以，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声明（FASB Statement）第97期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子
公司都必须包含在合并报表中。在上述的合并报表中，如果子公司与母公司的业务明显不
同，合并报表就不包含子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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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视角：商务洞悉
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有300多种市场品牌。例如汰渍、Ariel,

Pantene Pro-V, Pringles, and Folgers。该公司2000年的年度报告包括关

于子公司的介绍以及股票投资等信息：

汇总表报包括宝洁公司以及受它控制的子公司（合伙人）。对被投资公司产生
显著影响但不控制其财务和经营决策的投资，采用权益法登记。

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或是两个子公司之间的财务交易称为内部交易。为准备汇总财务报表，
母公司通过抵消分录消除内部交易的影响。抵消分录允许所有的账户余额各自陈述，就好像
母公司和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经济体。抵消分录仅出现在合并报表的工作表中，既不出现在
母公司也不出现在子公司的会计记录中。编制好抵消分录之后，母公司为每一个工作表账户
计算其余额总数，并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为了解释抵消分录，假设Y公司收购了Z公司，以100,000美元现金获得Z公司面值为100,000
美元的普通股。如果一现有公司的股票被收购，该股票是从该公司的股东手中购买的。母公
司在其账簿上如此登记该记录：

子公司Z在其账簿上登记如下：

抵消分录可以用母公司的子公司投资账户抵消子公司的股东权益账户。在合并报表的工作表
中，所用到的抵消分录是：

之所以需要该抵消，是因为母公司在子公司的股票投资代表了子公司净资产的股权。除非该
投资被抵消，否则的话，同一资产在汇总资产负债表中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以母公司的投
资账户的形式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子公司的资产出现。抵消了Z公司的普通股份，母公司就
避免重复登记股东权益。将这两个公司看作是一个公司的话，Z公司的普通股并没有流通，
而是被合并集团所持有。

从汇总财务报表反映出的财务数据看，母公司和子公司就好像是一个实体。因为没有哪个账
户只有一条分录，或是从自身提取金额。在编制汇总财务报表是，Z公司必须抵消公司间的
应收款和应付款（公司合并时应收额和应付额）。例如，假设母公司购买了由子公司发行的
债券5,000美元。由于任何债务都不属于或是来自于合并公司以外的其他实体，所以Y公司需
要通过下面分录抵消这些余额，用债务投资抵消应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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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2 合并资产负债表工作表（股票账面价值）

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母公司还需要抵消公司间的其他帐目。

14.2 合并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母公司在收购子公司时，一般以子公司的账面价值，高于或低于账面价值的成本将其收购。
同时母公司可能会收购子公司100%或者高于50%的具有表决权的流通普通股。

为了和子公司的资产以及负债合并，母公司准备了一份合并报表工作表，就如圖表 14.2所
示。合并报表工作表是一份非正式的记录，在这上面记录的消除条目是为了说明合并公司的
财务账户，让人看了会觉得母公司和子公司就像是一个经济实体。工作表中的前两列显示的
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负债以及股东权益部分，就如他们在各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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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一样。这样用列队表示的项目允许在公司之间相互抵消，因此这些抵消项目在合并报表
中就被取消了。最后一栏显示的账户将出现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圖表 14.2中所示的工作表整合了P公司以及它的子公司S公司在2010年1月1的账户。P公司
于2010年1月1日，以股票的账面价值106,000美元的现金通过收购S公司所有的具有表决权
的流通普通股，收购了S公司。账面价值等同于股东权益，或是净利润（资产减去负债）。
也就是普通股（100,000美元），超过面值的实收资本——普通股（4,000美元），留存收益
（2,000美元）三项之和，即106,000美元。当P公司收购S公司的股票时，P公司在其账簿中
做以下分录：

对S公司，其投资账户将出项在P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通过购买子公司的股票，母公司占有
100%的权益，或所有权，以及子公司净利润的利息。因此，如果母公司的投资账户和子公
司的资产都出现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那么同一个资源将会被登记两次。子公司的普通股和
留存收益账户在子公司的资产账户中也代表一种股权。因此，P公司对S公司的投资必须由S
公司的股东权益账户抵消。即子公司的资产和资产所有权的利息仅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出现
一次。P 公司通过工作表中的抵消账目1 完成该抵消。S 公司普通股分录的借方登记100,000
美元，超过面值的实收资本——普通股4,000美元以及留存收益2,000美元。贷方登记向S公
司的投资106,000美元。以日记账的形式登记，抵消账目仅仅出现在合并工作表中，如下：

分录2抵消的是公司间债务的影响。在P公司收购S公司的当天，P公司贷款给S公司5,000美
元。该贷款在P公司账簿上登记的是应收账款，在S公司账簿上登记的应付账款。如果在工作
表中没有该抵消账目，则在合并资产负债表，这5,000美元就属于合并公司自己所有。从这
个角度看合并资产负债表，资产和负债都不存在。因此，工作表中的分录2既抵消资产也抵
消了负债。该分录的借方登记应付账款5,000美元，贷方登记应收账款5,000美元。日记账形
式如下：

注意，P公司仅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编制抵消账户，而在P公司和S公司的会计账户里面都没
抵消账户。P公司用最终的工作表表示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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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视角：技术的应用
计算机的应用大大简化了合并工作表的编制工作。特定的电子数据表加速了构

建合并财务报表的进程。

在前面所述的例子中，P公司以账面价值的成本购买了S公司100%的股份。有时，公司是以
高于或是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收购子公司。例如，假设P公司购买了S公司100%的具有表决
权的流通普通股，125,000美元（而不是106,000美元）。该股票的账面价值是106,000美
元，超出账面价值的成本是19,000美元。P公司的管理者支付数额超出账面价值的原因是
（1）子公司的盈利前景超出其账面价值，（2）子公司资产的公平市场价格之和超过他们总
的账面价值。

成本超过账面价值，是因为其预期收益高于平均收益，以及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投资者的商
誉。商誉对于业务来说是一种无形的价值，这也可能是高于平均收益前景的原因（正如11章
所讨论的。）。另外，如果坚信低估了子公司的资产，投资者可以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在
一定程度上将低估部分增加到资产的账面价值。在圖表 14.3中，4,000美元就是公司所有土
地的低估价值，剩下超过账面价值的15,000美元是高于平均收益预期的成本。因此，P公司
增加了4,000美元（此为超出土地价值的价格），共计19,000美元，剩余的15,000美元看做
是工作表（圖表 14.3）和资产负债表（圖表 14.4）上的商誉价值。

P公司将商誉作为首要的抵消分录。圖表 14.3中的抵消分录1包括借方登记的子公司的普通
股100,000美元，超出面值的实收资本——普通股4,000美元，留存收益2,000美元，土地
4,000美元以及商誉15,000美元，贷方登记的是向S公司投资的125,000美元。分录1的日记
帐形式如下：

分录2和圖表 14.2中的抵消分录2是相同的。分录2通过借方登记应付票据5,000美元，贷方
登记应收票据5,000美元，抵消公司间的贷款。

这些抵消分录编制以后，公司就将剩下的账户到登记到合并金额栏。公司使用该列的账户编
制合并资产负债表（圖表 14.4）。注意，公司合并金额栏，借方登记的商誉15,000美元，
将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作为资产列出。

正如前面所说的，一个公司以高于账面价值的价格购买另一家公司的全部或是部分股权，并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创建商誉。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声明（FASB Statement）第142期
（2001）要求商誉以采购成本登记，并且一直留在此账户上面，除非有证据显示其缺失。
我们暂且放下此话题，下面将讨论更深一步的话题。

在某些情况下，母公司也会支付比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低的价格。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廉价
购买子公司。最可能的解释是子公司高估了他的某些资产。公司通过超出账面价值的成本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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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一定的比例减少非流动资产的价值（除了有价证券的长期投资）。如果非流动资产减少到
了0，剩下的账户余额就是延期信用证。

圖表 14.3 合并资产负债表工作表（以超出其账面价值的价格收购股份）

有时母公司并不100%的收购子公司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例如，假设P公司收购S
公司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80%，此时，P公司是主要的股东，剩下20%的股份由其
他股东所有。拥有子公司具有表决权的普通的不足50%的股东属于是少数股权股东，他们在
子公司声明的股份或是利息称为是少数股东权益。这些少数股权股东可以分享子公司的净资
产，并且与母公司共同分担子公司的收益或损失。

现在看圖表 14.5，该表反应的是P公司以90,000美元收购S公司80%的普通股时所需的抵消
分录。由P公司收购的该股票的账面价值是84,800美元（106,000美元的80%）。假设没有
低估该资产价值，P公司所付的成本（90,000美元）超出该股票的账面价值（84,800美
元）5,200美元。P公司将这超出的5,200美元作为是S公司高于平均水平的盈利（商誉）。

抵消分录1通过在借方登记普通股100,000美元，超出面值的实收资本——普通股4,000美
元，留存收益2,000 美元，抵消了S 公司的股东权益。为了建立少数股东权益，在贷方登记
少数股权账户21,200 美元（106,000美元的20%）。P公司通过在贷方登记向S公司的投资
90,000美元抵消投资账户。贷方登记的商誉5,200美元，使得借方和贷方两边达到平衡。以
日记账的形式登记，其抵消分录1的会计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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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4 合并资产负债表

抵消分录2和在圖表 14.2中所示的是一样的。该分录通过在借方登记应付票据5,000美元，
贷方登记应收票据5,000美元抵消了公司间的债务。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圖表 14.6）中，少数股东权益出现在负债和股东权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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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对子公司的投资收益、投资损失及红利的会计处理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如果子公司运营好的话，它的净资产和留存收益也会增加。子公司将其股利分配给母公司和
少数股权股东。并将所有的交易以正式形式登记在它的会计账簿当中。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登记普通股投资者账户的两种不同方法是成本法和权益法。母公司登记
向其子公司的投资额或采用成本法，或采用权益法。这是允许选择的，因为在投资账户在合
并的过程中会被抵消。因此，用哪种计算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为了解释收购后的合并过
程，我们不妨假设母公司采用权益法。

圖表 14.5 合并资产负债表工作表（以高于账面价值的价格收购80%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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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合并日后的合并财务报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权益计算方法的前提下，母公司账簿中的投资账户随着母公司登记的收益、损失以及子公
司报告的股利而增加和减少，所以，投资账户余额与收购后的账户余额是不一样的。因此，
在合并工作表中抵消的账户一年跟一年也是不相同的。为了更清楚的说明此问题，作出以下
假设：

• P公司于2010年1与1日购买了S公司全部的具有表决权的流通普通股，花费121,000美
元支付股东权益106,000美元。超出账面价值的成本分配是（a）土地价值低估4,000美
元，（b）S公司剩下的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前景。

• 2010年，S公司经营获得收益20,000美元。
• 在2010年12月31日，S公司支付现金股利8,000美元。
• 在12月31日，S公司拥有P公司5,000美元的票据。
• 2010年，P公司获得的收益（包括分享子公司100%的收益）31,000美元。
• 在2010年12月，P公司支付现金股利10,000美元。
• P公司采用权益法计算他在S公司的投资。

60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圖表 14.6 合并资产负债表

这两个公司2010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在圖表 14.7中的前两列当中表示出来。

从圖表 14.7中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编制合并损益表，留存收益表以及资产负债表。注意，在
圖表 14.7中，P公司在S公司账户的收益是20,000美元，投资账户是133,000美元。这些余额
是P公司在2010年以日记账形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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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7所示的工作表中，其抵消分录的说明如下：

分录1：在那一年中，S公司所得收益是20,000美元，P公司的投资账户余额就增加了20,000
美元。工作表中的分录1与母公司从向S公司的投资账户中所得的收益以及S公司的收益账户
（20,000美元）相抵消。该分录与P公司账簿上的分录相反，是为了识别母公司从子公司所
获得的收益（12月31日分录的第一部分）。

圖表 14.7 收购一年后的合并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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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录2：S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时，P公司借方登记现金8,000美元，贷方登记投资账户8,000美
元（第二年12月31日的日记账）。分录2在S公司的股利被扣除之前恢复他的投资账户。也
就是说，P公司借方登记他的投资账户8,000美元，贷方登记S公司的股利账户8,000美元。在
合并的基础上，公司不能自己支付自己的股利。

分录3：分录3抵消原投资账户余额（121,000美元）以及子公司收购日的股东权益账户（留
存收益6,000美元和普通股100,000美元）。该分录还抵消商誉11,000美元，同时增加土地
4,000美元——作为超出账面价值的收购成本。

分录4：分录4抵消公司间的债务5,000美元。

做好前面3个分录以后，从合并实体的角度看，投资账户就会包含一个0余额账户。

在这些抵消分录之后，P公司将相应的金额合并，并将其登记在合并账户栏。注意，在账户
前两栏中的总额并没有添加到合并帐户栏的总额当中。例如，合并后的净利润是31,000 美
元，而不是31,000 美元加上20,000美元。该公司将损益表中的净利润部分转结到留存收益
表中的净利润部分。同样，将留存收益表中的期末留存收益转结到资产负债表中的留存收益
部分。P公司利用最终的工作表栏编制合并损益表（圖表 14.8），合并留存收益表（圖表 1
4.9），以及合并资产负债表（圖表 14.10）。

14.5 合并报表的使用及局限性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对于股东、管理者以及母公司的董事会来说，合并财务报表是非常重要的。母公司从子公司
的收益以及其他财政强项当中获取收益，同时也会随着子公司的损失以及其他财政弱点遭受
损失。

合并财务报表对于子公司的债权人和少数股权的股东来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子公司的债权
人会向子公司提出索赔，他们不会指望母公司来付款。子公司的少数股权的股东不受母公司
运营的影响，他们仅从子公司的收益以及其他财务强项当中获取利益。同时，也从子公司的
损失或是财政弱点中遭受损失。因此，与合并报表相比，子公司的债权人和少数股权的股东
更关心子公司的个人财务报表。据于这些事实，通常情况下，年度报告都包括合并企业的财
务报表，有时也会包括子公司单独的财务报表，但从不会包括母公司单独的财务报表。

14.6 分析与使用财务结果——普通股股息收益率和派息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投资者一般都会寻找能满足他们愿望的股票。潜在的投资者会通过普通股的股息收益率或普
通股的股息支付率寻找该种股票。为了说明这些比率，以泰达国际（Tyco
International）2000年的年度报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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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8 合并损益表

圖表 14.9 合并留存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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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10 合并资产负债表（收购后一年）

2000 2009

普通股每股股利 $0.05 $0.05

当前每股的市场价格 53.81 20.25

每股收益 2.68 0.62

投资者认为普通股的股息收益率是比较股票的一种工具。一些投资者喜欢股息收益率和派息
率都高的股票。但是也有的投资者宁愿希望能够保留公司更多的资金，并且利用他们试图增
加他们的收益或是股票的市场价格。普通股股息收益率的计算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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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泰达国际来说，普通股的股息收益率是：

2003： 0.05美元/53.81美元= .09%

2002： 0.05美元/50.25美元= .10%

为了能确定该比率的相关性，某一投资者将这些数据与其他股票的比率计算相比较。

该投资者计算普通股的派息率如下：

该比率反映出一个公司是否将大部分的收益以股利的形式支付出去，或是将大部分收入用于
再投资。在计算派息率的时候，切记每股的负收益将导致无效的结果。泰达国际的派息率如
下：

2003：0.05美元/2.68美元=1.87%

2002：0.05美元/0.62美元=8.06%

既然已经学习了合并财务报表，你会体会到全面进行公司业务介绍的重要性。在第15章，你
将会学到关于长期融资的内容，比如优缺点以及证券与股票之间的区别。

14.6.1 掌握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根据成本法，投资公司以收购价格登记他的投资额，并且随后并不调整他的投资账户余
额。成本法应用于短期投资，投资额所占比例不足20%的长期投资——投资公司对被投
资公司起不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可能用在投资额所占比例超多50%的长期投资。

• 根据权益法，投资额起初同样以收购价格登记，但是随后会调整投资公司所占被投资公
司报告的收益、损失和股利的比例。权益法适用于所有的长期投资，包括所占比例在
20%-50%之间的，以及所占比例超过50%的。该方法也适用于投资额所占比例低于
20%，但是投资公司却对被投资公司有重要影响的投资。

• 成本法，起初的投资额在借方登记证券交易或是可供出售证券，具体登记什么取决于投
资额是接近短期投资还是长期投资。

• 在每个会计期间结束之时，公司都会调整投资账户的账面值。公平市场价格法适用于所
有的投资组合。

• 根据成本法，所得股利登记在所得股利的贷方。
• 根据权益法，最初的投资登记在以公司名称命名的投资账户的借方。收益、损失以及股

利会使得投资账户余额增加或是减少。
• 以下情况必须使用权益法：20%-50%的长期投资以及不足20%但对被投资公司有重要

影响的长期投资。
• 最初的投资登记在以公司名称命名的投资账户的借方。投资公司占有被投资公司收益的

股份登记在投资账户的借方，其所占有的损失和股利登记在投资账户的贷方，就如被投
资公司所报告的那样。

• 一家公司拥有另一家公司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的股份超过50%，该公司就被称为是母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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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母公司收购并控制的公司称为是子公司。
• 母公司和子公司有他们自己的会计账簿，并编制他们自己的财务报表。但是母公司在编

制自己财务报表的同时也必须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是将母公司和子公司的
财政结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登记。

• 以下情况必须编制合并财务报表：（1）一公司拥有另一家公司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股
份超过50%，（2）除非控制是临时的或是与主要股东无关，否则就必须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

•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内部交易的影响必须通过编制抵消分录将其抵消掉。抵消分录
只在合并工作表中编制，任何单个公司的账簿籍中都不会有抵消分录。

• 其中一个抵消分录是将母公司在子公司的投资账户与子公司的股东权益相抵消。公司间
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也都必须被抵消。

• 合并财务报表工作表是非正式的登记形式，在其当中登记的抵消分录是为了达到账户平
衡，使得母公司和子公司就像是一个整体一样。

• 合并财务报表工作表在公司收购的时候进行编制。工作表中前面两栏显示的是资产、负
债和母公司、子公司的股东权益。股东权益部分同其在各自独立的资产负债表中所表示
的一样。接下来的两栏反应的是抵消部分。其中第一栏显示的是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账
额。

• 收购后，不同的时期都要编制合并工作表。前两栏是母公司以及子公司的损益表，留存
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接下来的两栏是抵消栏。最后一栏是出现在合并财务报表上的账
户。

• 合并财务报表对股东、管理者以及母公司的董事会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合并财务
报表对于子公司的债权人和小股权股东来说其使用权是受限制的。

• 投资者可以利用普通股股息收益率对股票进行比较。

• 该比率反映出一个公司是否将大部分的收益以股利的形式支付出去，或是将大部分收入
用于再投资。

14.6.2 案例分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案例分析A 下面是从凯莉公司（Kelly Company）选出来的关于2010年的一些交易和相关数
据：

3月21日 以每股48.75美元的价格收购斯莱公司（Sly Company）普通股600股，外加450美
元的经纪佣金。同时以每股225美元的价格收购罗布公司（Rob Company）的普通股100
股，外加376美元的经纪佣金。这两次投资都是短期投资。

6月2日 收到斯莱公司普通股现金股利——每股1.50美元和罗布公司的普通股现金股利——
每股3美元。

8月12日 收到罗布公司的股票股利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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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 以每股120美元的价格将罗布公司的100股普通股售出，扣除360美元的经纪佣金。

9月15日 收到斯莱公司的普通股股利为10%。当天的市场价格是每股52.50美元。

12月31日 在斯莱公司普通股的投资，当前市场价格是每股45.75美元，在罗布公司投资的市
场价格是每股52.50美元。

截止到12月3日，为这些交易编制会计分录，并作必要的调整。

案例分析B 2010年1月2日，兰福德公司（Lanford Company）以现金300,000美元将凯西
公司（Casey Company）具有表决权的流通普通股全部收购。收购完成之后，这两个公司
的资产负债表为：

兰福德公司 卡西公司

资产

现金 $75,000 $30,000

应收账款，净额 90,000 37,700

应收票据 15,000 7,750

商品库存 112,500 45,000

在卡西公司的投资 300,000

债券投资 30,000

厂房、设备、净额 303,000 195,000

总资产 $895,500 $345,000

负债和股东权益

应付账款 $75,000 $45,000

应付票据 22,500 15,000

应付债券 225,000

普通股——面值$.50 300,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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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面值的实收资本——普通股 60,000

留存收益 273,000 75,000

负债和股东权益 $895,500 $345,000

2010年1月2日，凯西公司通过票据从兰福德公司借走15,000美元。当天，凯西公司用
30,000美元购买了兰福德公司的负债。超出账面价值的成本看作是凯西公司超出平均收益的
潜力价值。

为收购日的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表。

14.6.2.1 案例的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案例分析A的答案

8 月12 日 收到100 股罗布公司的普通股作为股利，价值是100*每股成本。每股的最新成本
是＄22,876/200股=＄114.38。

9月15 日 收到斯莱公司普通股60股，作为应得的10%的股利。每股的最新成本是＄29,700/
660 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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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B的答案

兰福德公司以及子公司凯西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工作表

2010年1月2日（收购日）

P S 抵消 合并

资金 公司 公司 借方 贷方 金额

现金 75,000 30,000 105000

应收

账

款，

净额

90,000 37,500 127,500

应收

票据
15,000 7,500 (2)15,000 7500

商品

库存
112,500 45,000 157,500

在卡

西的

投资

300,000 (1)300,000 -0-

债券

投资
30,000 (3)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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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房、

设

备，

净额

303,000 195,000 498,000

商誉 (1)15,000 15,000

895,000 345,000 910,500

负债

和股

东权

益

应付

账款
75,000 45,000 120,000

应付

票据
22,500 15,000 (2)15,000 22,500

应付

债券
225,000 (3)30,000 195,000

普通

股
300,000 150,000 (1)150,000 300,000

超出

面值

的实

收资

本
——

普通

股

60,000 (1)60,000 -0-

留存

收益
273,000 75,000 (1)75,000 273,000

895,500 345,000 345,000 345,000 9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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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可出售证券所收购的那些长期而非短期的证券。

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抵消之后）合并之后的财务报表。
合并报表反映的是财务状况以及两个公司合并为一个整体后的经营状况。

合并报表工作表编制抵消分录使得账户平衡的正式记录

成本法计算股票投资的一种方法。在该方法下，投资公司并不随被投资公司所得收益、损失
以及股利的改变而调整其投资账户余额。所得股利以股利收入账目登记在贷方。

普通股股息收益率等于每股普通股股利除以当前市场价格。投资者使用该比率对股票进行比
较。

抵消分录在编制合并报表工作表时编制该分录，目的是为了移除集团内部交易的影响。抵消
分录允许出现所有账户余额，就好像是母公司和子公司是一个单一的经济整体。

权益法计算股票投资的一种方法。该方法下，投资账户依自己所占被投资公司的份额，根据
所得收益、损失以及股利调整自己的投资账户。

商誉超出平均收益前景的一种无形的价值。

内部交易涉及母公司和其中一个子公司或是两个子公司之间的财务交易。

被投资者一个公司20%-50%的股份被另一家公司（投资者）以长期投资的形式所购买。

投资者一公司以长期投资的形式购买了另一家公司（被投资者）20%-50%的股份。

可出售证券其它公司已经出售的普通股和优先股。

少数股权拥有子公司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不足50%的股东。该股东可从子公司的净
利润中获取利息，并且可以和母公司分享子公司的收益。

母公司一个拥有另一家公司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股份超过50%的公司。

普通股派息率股利除以每股普通股的收益率（ESP）。该比率反映出一个公司是否将大部分
的收益以股息的形式支付出去，或是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再投资。

子公司该公司被母公司收购并控制。母公司之所以能够控制它是因为母公司占有该公司的流
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股份超过50%。

证券交易购买证券主要是为了在短期内出售出去。

14.6.4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判断以下说法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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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成本法下，在收到股利的时候调整投资账户。
2. 当公司的投资额所占份额不足被投资公司的20%，并且不起重要作用时采用成本法。
3. 拆股时投资者的收益不受到损失，但是减少每股股票的成本。
4. 为了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价格，证券交易和可出售证券应该单独成组。
5. 在编制抵消分录的时候，只在合并报表工作表中编制，而不在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登记账

户中编制。

多项选择

为以下题目选择最佳答案

1. 以下哪几种情况，投资公司在登记股票账户时只限于采用权益法？
a. 短期投资。
b. 所占份额不足20%的长期投资。
c. 所占份额在20%-50%之间的长期投资。
d. 所占份额超过50%的长期投资。

2. 在权益法下，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a. 收到股利时投资账户减少。
b. 收到股利时投资账户增加。
c. 投资者股份的净利润将使投资账户降低。
d. 投资者股份的损失使得投资账户增加。

3. 根据公平市场价格，证券交易账户中的股票市场价格低于其成本的时候，下面说法正确的
是？
a. 未预料损失登记在证券交易账户的贷方。
b. 证券交易账户中回收市场价值登记在贷方。
c. 证券当前市场价格所允许下跌的价格登记在借方，
d. 证券交易未预料损失登记在借方。

4. 权益法下，投资账户仅仅反映的是：
a. 被投资公司支付的股利。
b. 投资公司所占被投资公司所得净利润的利息。
c. 投资公司所占的净利润的份额。
d. 投资的历史成本。

5. 超出账面价值的投资成本是因为期望所得收益超过平均收益，该成本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记为：
a. 商誉。
b. 普通股。
c. 留存收益。
d. 投资损失。

翻到本章最后面的“自测题答案”，检查自己的答案。

14.6.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公司收购其它公司的原因是什么？
• 有价证券在资产负债表中如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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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可出售证券的评估基础。
• 登记股票投资时，在什么情况采用权益法？
• 从投资者的角度简单描述股利账户和拆股账户。
• 对于投资公司来说，面值有什么意义？
•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目的是什么？
• 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 为什么说在合并报表工作表中编制抵消分录是必要的？这些抵消分录也会在母公司和子

公司的账户中出现吗？为什么？
• 为什么公司可能支付超过子公司股票的账面价值？为什么也可能支付少于子公司股票的

账面价值？
• 少数股权科目通常以一个账户出现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该科目代表的是什么？
• 在采用权益法下，子公司的收益、损失和股利如何影响母公司的投资账户？
• 为什么合并财务报表对债权人和少数股权股东来说是有约束的？

14.6.6 练习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2010 年7 月1日，Tam 公司（Tam Company）以每股676.8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德尔
公司（Del Company）的优先股200股作为短期投资（证券交易），外加一笔佣金720美
元。在7月15日，收回10%的股利。在2010年8月12日，Tam公司获得现金股利每股3.60美
元。11月1日，扣除佣金720美元，Tam公司以每股835.20美元的价格将所有股票全部卖
出。编制分录登记Tam公司所有的交易。

练习B 2010年7月1日，Key公司以总价为7,56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富兰克林公司（富兰克林
公司）的股票200股。在会计年度结束（2010年12月31日）时，该股票的市场价值是6,840
美元。到2011年12月31日，市场价值上涨到7,920美元。该股票是Key公司所拥有的唯一的
已出售股票。该公司将其归类为证券交易。编制收购日、2010年12月3日以及2011年12月
31日必要的会计分录。

练习C 科比特公司（Corbit Company）有一些可出售证券，在年底的公平市场价格是
13,440美元，该价格低于其成本价格。根据以下条件，列出会计分录：

a. 该证券是归类于证券交易的流动产。

b. 该证券是归类于可出售证券的不动产，并且假设其损失是暂时的。

c. 该证券是归类于可出售证券的不动产，并且假设其损失是永久性的。

说明在a、b、c三种情况下，每一个账户登记在借方的什么位置时才会在财务报表中表现出
来。

练习D 鲁伊斯公司（Ruiz Company）拥有西姆公司（Sim Company）75%的流通普通股，
并采用权益法。西姆公司在2010年报告的净利润是702,000美元。2010年12月31日，西姆
公司支付现金股利189,000美元。2011年，该公司的净损失为125,000美元。编制分录，并
说明这些事件对鲁伊斯公司的账簿造成的影响。

练习E 2010年2月1日，拉尔金公司（Larkin Company）以现金8,400,000美元收购了TRD公
司（TRD Company）全部的的已流通的拥有表决权的普通股。TRD公司的股东权益包括普
通股6,720,000美元，留存收益1,680,000美元。编制（a）在TRD公司的投资账户的会计分
录，（b）编制工作表的抵消分录（该分录过去用来编制收购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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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F 根据先前的实例，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商誉分别登记多少？以相同数额的账款支付，
其母公司股利所占的比例为：

a. 90%的利息。

b. 70%的利息。

c. 55%的利息。

练习G 凯迪公司（Heidi Corporation）以现金购买了桑普特公司（Sumpter
Company）80%的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收购结束之后，桑普特公司的股东权益
包括普通股5,880,000美元，留存收益2,184,000美元。投资成本超过账面价值302,400美
元，超出原因是其收益期望高于平均收益。编制（a）登记在桑普特公司的投资账户的会计
分录，（b）编制工作表的抵消分录（该分录过去用来编制收购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练习H 2009年1月1日，J公司收购了K公司85%的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当日，K公
司的股东权益包括：

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普通，面值＄90；已授权、发行并流通30,000股 ＄2,700,000

留存收益 675,000

总股东权益 ＄3,375,000

计算下述情况时成本和账面价值：

a. J公司以现金支付其在K公司的利息2,868,750美元。

b. J公司以现金支付其在K公司的利息3,375,000美元。

c. J公司以现金支付其在K公司的利息2,610,000美元。

练习I 2010年1月1日，萨耶公司（Saye Company）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如下：

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普通股，面值＄144；授权200,000股，发行、流通

150,000股
＄21,600,000

超出面值的实收资本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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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实收资本 ＄25,200,000

留存收益 2,160,000

总股东权益 ＄27,360,000

2011 年1 月1 日，萨耶公司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的90%被提母公司（Tim
Company）以24,048,000美元的价格所购买。计算（a）投资额的账面价值，（b）成本和
账面价值的区别，（c）少数股权。

练习J 2010年1月2日，S公司收购了T公司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的90%。该投资额采
用权益法计算。S公司为T公司其价值为2,430,000美元的股票支付2,790,000美元。价值之间
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低估了T公司的土地价值。2010年，T公司所得收益为324,000美元，支付
现金股利108,000美元。

a. 计算2010年12月31日投资账户的余额。

b. 计算2010年1月2日以及12月31日的少数股权的总额。

14.6.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应用题A 2010 年6 月15 日，巴黎公司（Paris Company）以每股698.40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罗马公司（Rome Company）面值为720美元的优先股400股，外加经纪人佣金1,728美
元。2010年8月1日，巴黎公司收到每股8.64美元的现金股利。2010年11月3日，该公司以
每股756美元的价格卖出200股，同时扣除经纪人佣金1,152美元。2010年12月1日罗马公司
发行100%股利的股票，该股票是在11月18日声明的优先股。

2010年12月31日，巴黎公司的日历年度会计期间结束，罗马公司普通股的市场价是每股
331.20美元。这种下降看作是暂时性的。

a. 假设该股票是暂时性的，并且投资被归类为证券交易。在此前提下，编制所有数据的会计
分录。该账户的最后部分登记在财务报表的什么位置？

b. 假设罗马公司称为主要的客户，所以该投资就变成长期投资。指出该投资在资产负债表中
如何显示。

应用题B 2010年10月17日，强大公司（Strong Company）收购了以下普通股（所有的股
票交易），下面所说的每股价格包括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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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1日，上面所说普通股的市场价格分别为：X公司每股223.20美元，Y公司每股
136.80美元，Z公司每股54美元。

概括起来，2011年所得现金股利是：X公司14.40美元，Y公司7.20美元，Z公司5.40美元。

2011年12月31日，每股的市场价格是：X公司252.80美元，Y公司115.20美元，Z公司72美
元。

所有的这些市场价格的变动都认为是暂时的。

a. 假设普通股的收购为股票交易，依次为这些交易编制会计分录，包括日历的年终调整分
录。

b. 如果该股票的收购被认为是可出售证券，这两种分录的有什么区别？

c. 计算a和b中的这些科目在2010年和2011年损益表中的数额。

应用题C 2010年1月1日，Long公司（Long Company）以4,032,000美元的现金收购了Fall
公司（Fall Company）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的80%。Long公司采用的是权益法。
在2010年，Fall公司报告的净利润是672,000美元，支付股利288,000美元。2009年12月31
日，其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如下：

a. 编制登记投资的一般分录，并说明Fall公司的收益和股利对Long公司账户的影响。

b.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工作表在收购日的抵消分录。

应用题D 2010年1月1日，皮尔逊公司（Pearson Company）以1,444,800美元的现金收购
了弗罗斯特公司（Frost Company）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的75%。该账户以权益法
计算。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弗罗斯特公司的报告如下：

净利润股利

（损失） 支付

2010 $357,840 $290,640

2011 （45,360） -0-

2012 108,360 72,240

a. 编制登记投资的一般分录，并说明子公司的收益、损失和股利对皮尔逊公司账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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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计算2012年12月31日投资账户余额。

应用题E 2010年1月2日，Cord公司（Cord Company）以2,700,000 美元的价格将索普公司
（Thorpe Company）的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全部收购。在业务上的收购日结束
时，这两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Cord公司 索普公司

资产

现金 ＄315,000 ＄180,000

应收账款，净额 234,000 144,000

应收票据 360,000 90,000

商品库存 495,000 234,000

在索普公司的投资 2,700,000

设备，净额 648,000 450,000

建筑，净额 1,890,000 990,000

土地 765,000 405,000

总资产 ＄7,407,000 ＄2,493,000

负债和股东权益

应付账款 ＄117,000 ＄135,000

应付票据 90,000 108,000

普通股——面值＄45 5,400,000 1,800,000

留存收益 1,800,000 450,000

总的负债和股东权益 ＄7,407,000 ＄2,4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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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本之所以会超出账面价值，是因为索普公司的收益前景超过平均收益。在收购日，索普
公司从Cord公司通过票据借款72,000美元。

a. 编制收购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工作表。

b. 编制2010年1月2日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用题F 前面所说的所有问题，Cord公司均采用权益法。假设下面是Cord公司和索普公司
在2010年12月31日调整后的计算表：

Cord公司 索普公司

借方账户余额

现金 ＄351,000 315,000

应收账款，净额 378,000 180,000

应收票据 315,000 45,000

商品库存，12月31日 495,000 287,100

在索普公司的投资 2,790,000

设备，净额 615,000 427,500

建筑，净额 1,814,400 950,400

土地 765,000 405,000

产品销售成本 1,800,000 630,000

费用（不含折旧和税） 720,000 270,900

折旧费 108,000 62,100

所得税 585,000 189,000

股利 540,000 108,000

借方账户总额 ＄11,277,000 ＄3,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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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方账户余额

应付账款 ＄135,000 ＄180,000

应付票据 144,000 90,000

普通股——面值＄45 5,400,000 1,800,000

销售收益——1月1日 1,800,000 450,000

销售收入 3,600,000 1,350,000

来自索普公司的收入 198,000

贷方账户总额 ＄11,277,000 ＄3,870,000

在年底，没有账目之间的债务抵消。

编制2010年12月31日的合并财务报表的工作表。

练习题G 利用练习题F的工作表，编制以下项目：

a. 编制2 010年12月31日的合并损益表。

b. 编制2010年12月31日的合并留存收益表。

c. 编制2010年12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14.6.8 选做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选做题A 2010年9月1日，拉姆齐公司（Ramsey Company）购买了以下可归为可出售证券
的投资：

• 以每股439.20美元的价格购买莱西公司（Lacey Company）的优先股2,000股，外加经
纪人佣金5,760美元。

• 以每股705.60美元的价格购买Membrow 公司（Membrow Company）的优先股
1,000股，外加经纪人佣金5,040美元。

12月7日，莱西公司优先股获得的现金股利是每股18.00美元。12月10日，Membrow 公司
优先股获得的现金股利是每股14.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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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1日，美股市场价格分别是：莱西公司460.80美元，Membrow公司655.20美
元。

a. 为这些交易编制日记分录。

b. 假设所有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都是暂时的，在此假设下，为2010年12月31日编制必要的调
整分录，以调整账面价值。说明该账户将出现财务报表的什么位置？

选做题B 2010 年7月2日，克雷斯公司（Kress, Inc.）以每股288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贝克公司
（Baker Company）面值为180美元的普通股2,240股。购买的该股票作为短期投资，另外
加上经纪人佣金432美元。

2010年7月15日，收到现金股利是每股7.20美元。2010年9月1日，贝克公司将其面值为180
美元的股票进行拆股，一分为二。

2010年11月2日，克雷斯公司以每股180美元的价格卖给贝克公司200股，扣除经纪人佣金
288美元。

a. 为这些交易编制日记分录。

b. 如果在2010年12月31日仍然持有该股票的话，在当年年底的资产负债表中如何将其归
类？

c. 假设在2010年年底，将剩下的股票看作是流动资产，并且归为股票交易，当时的市场价
格是每股128美元。为2010年年底编制必要的调整分录。

选做题C 2010 年1 月1 日，首相公司（Prime Company）以现金7,560,000 美元购买了奥
尔公司（Orr Company）的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的80%。首相公司采用的是权益
法。在2010年期间，奥尔公司净利润是1,512,000美元，支付现金股利504,000美元。2009
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如下：

a. 为该投资编制一般的日记分录，并说明奥尔公司的收益和股利对首相公司的账户有什么影
响。

b. 为收购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工作表编制抵消分录。

选做题D 2010年1月1日，科德公司（Codd Company）以8,568,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暴雪
公司（Snow Company）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的70%。该投资账户采用权益法。在
2010-2010年期间，暴雪公司报告的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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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该投资编制一般的日记分录，并说明子公司的收益，损失和股利会对科德公司账户造成
怎样的影响？

b. 计算2011年12月31日的投资账户余额。

选做题E 2010年1月2日，枫叶公司（Maple Company）以4,320,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多
德公司（Dodd Company）全部的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在收购日，两公司的资
产负债表如下：

枫叶公司 多德公司

资产

现金 ＄900,000 ＄270,000

应收账款，净额 432,000 360,000

应收票据 180,000 108,000

商品库存 1,368,000 864,000

在多德公司的投资 4,320,000

设备，净额 1,224,000 738,000

建筑，净额 3,330,000 1,656,000

土地 1,404,000 450,000

总资产 ＄13,158,000 ＄4,446,000

负债和股东权益

应付账款 ＄792,000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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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216,000 252,000

普通股——面值＄120 9,540,000 3,564,000

留存收益 2,610,000 270,000

总负债和股东权益 ＄12,158,000 ＄4,446,000

枫叶公司的管理者认为多德公司的土地被低估了162,000美元。剩下的超出账面价值的成本
是因为其优越的盈利潜力。

在收购日，多德公司通过票据从枫叶公司借出180,000美元。

a. 编制收购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工作表。

b. 编制2010年1月2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选做题F 回顾先前的问题，枫叶公司采用的是权益法。假设下面的数据是来自枫叶公司和多
德公司在2010年12月31日调整后的计算表。

枫叶公司 多德公司

借方账户余额

现金 ＄864,000 ＄364,295

应收账款，净额 553,536 414,000

应收票据 342,000 90,000

商品库存，12月31日 1,530,000 1,008,000

在多德公司的投资 4,519,356

设备，净额 1,147,500 691,860

建筑，净额 3,136,500 1,573,200

土地 1,404,000 450,000

产品销售成本 8,064,000 2,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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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不含折旧和税） 2,160,000 810,000

折旧费 243,000 128,940

所得税 569,664 123,504

股利 477,000 178,200

借方账户总额 ＄25,037556 ＄7,992,000

贷方账户余额

应付账款 ＄720,000 ＄378,000

应付票据 270,000 180,000

普通股——面值＄90 9,540,000 3,564,000

留存收益 2,610,000 270,000

销售收入 11,520,000 3,600,000

来自多德的收入 377,556

贷方账户总额 ＄25,037,556 ＄7,992,000

在年底没有账目之间的债务抵消。

编制2010年12月31日合并财务报表的工作表。

选做题G 利用上述问题的工作表，编制以下项目：

a. 2010年12月31日的合并损益表。

b. 2010年12月31日的合并留存收益表。

c. 2010年12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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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9 思考题——决策思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案例A 假如你是奎格利公司（Quigley Company）从事审计记录的注册会计师
（CPA）。你发现你客户的权益性证券投资组合的总市场价值是300,000美元，该总额要低
于其成本组合。如果客户期望来年能将这些证券出售，你咨询了财务副总裁，他说他不知
道。如果需要额外的现金融资操作，该证券将会被出售。当你问到现今预测时，他说该预测
已经预测到了下一年。不需要出售有价证券。

写一份简单的说明，解释你是如何将资产负债表中的客户有价证券的投资组合分类的。该证
券被归类为证券交易或是可出售证券没有什么区别吗？并解释原因。

商业决策案例B 2010年1月2日，布朗公司（Brown Company）以现金720,000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科布公司（Cobb Company）已流通的具有表决权的普通股的60%。超出账面价值的
成本是因为其高于平均收益的前景。布朗公司雇用你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并收集两家公司
2010年1月2日的一些信息：

布朗公司 科布公司

资产

现金 ＄72,000 ＄54,000

应收账款，净额 108,000 126,000

商品库存 288,000 216,000

在科布公司的投资 720,000

厂房、设备，净额 936,000 738,000

总资产 ＄2,124,000 ＄1,134,000

负债和股东权益

应付账款 ＄144,000 ＄54,000

普通股 1,440,000 720,000

留存收益 540,000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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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和股东权益 ＄2,124,000 ＄1,134,000

a. 布朗认为合并财务报表就是简单的将两个公司各自的专栏放在一起。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吗？如果不正确，为什么？

b. 在不编制合并工作表的前提下编制收购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商业决策案例C 国际香精香料公司（International Flavors & Fragrances, Inc.）通过在广泛
的消费品中传授或改善香精香料的香度的方式，被称为是香精香料方面顶级的创造者和制造
商。

下面是国际香精香料公司2000年的年度报告中的一些记录。计算普通股的股息收益率和股
息率，并对结果进行评述。

2000 1999 1998

每股收益 ＄1.22 ＄1.53 ＄1.90

每股股利（＄） 1.29 1.52 1.48

每股股票价格（＄） 20.31 37.63 44.19

小组项目D 一组两个或三个同学，选择三个你认为是短期投资的公司。根据当天的报纸以及
前六个月的市场价格为这些公司的股票确定其当前的市场价格。如果六个月前有人从这三个
公司的每一个公司中购买了500股的股份，并且现在已经全部卖出，本小姐就必须对此进行
登记，并计算其得失。给你的老师写一份简单的报告，描述你选择这些公司的原因，以及为
什么你认为他们股票的市场价格会上升或下降。同时准备给同学们解释一下你的分析。

小组项目E 和其他一个或是两个同学，去图书馆查找由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出版的第94期财
务标准声明——“子公司的整合”。做一份报告，回答以下诸如此类的问题：该标准的要求是
什么？为什么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会讨论此问题？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子公司会整合在一起？
为什么有些董事会成员会对这些声明有异议？并描述在给出这些声明时关于此话题的一些重
要背景。

小组项目F 一小组同学，找出三家公司关于在其它公司投资的年度报告。比较这三家公司的
投资账户和报告。比如，通过阅读财务报表的记录，试图确定其登记投资账户采用的是成本
就算法还是权益法。在资产负债表中有商誉吗？你还能确定关于投资的其它什么信息？给你
老师写一份报告，简要概述一下你的发现。

14.6.10 网络的使用——发现真正的世界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的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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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e.com

一直搜寻，直到找到合并财务报表。在你寻找财务报表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
是你一定能够找到。这是一个学习使用网络的过程。检查一下合并财务报表是不是含有少数
股权情况。深究财务报表记录，探寻更多的信息。浏览网站上面其他的相关公司的信息。写
一份便签，简单概括一下你的发现。

14.6.11 自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正误

1. 错误。登记股票投资的账户，在采用成本法时，调整的是股利收益账户而不是投资账
户。

2. 正确。不足20%的长期投资采用成本法。
3. 正确。在拆股时，是不存在收入的。股票数量将会重新登记，每股股票的成本将会降

低。
4. 正确。采用公平市场价格时，证券交易和可出售证券应当分开。
5. 正确。在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登记账户中并不做抵消分录。只有合并财务报表的工作表才

会收到抵消分录的影响。

多项选择

1. c. 会计准则委员会说过，在登记投资份额在20%-50%之间的长期投资时投资账户采用
权益法。

2. a. 根据权益法，所得股利减少投资账户，其它选项是不正确的。
3. d. 如果股票的市场价格下降到成本以下，未预料损失登记在贷方账户。
4. b. 根据权益法，通常情况下投资账户反映的是投资者在被投资公司的净资产中所占的

利润。
5. a. 如果投资成本高于账面价值，其原因是期望收益高于平均水平。其超出的成本称为

是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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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5 长期融资：债券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描述债券的特点，并能区分股票和债券之间的差别。
• 说出长期融资的优缺点，能举例说明如何使用财务杠杆。
• 掌握按面值发行的债券的会计处理。
• 解释利率如何影响债券价格，并说明债券以溢价或折价发行的原因。
• 根据现值的概念计算债券价格。
• 掌握溢价或折价发行的债券的会计处理。
• 掌握债券赎回或转换的会计处理。
• 能够描述债券评级。
• 分析与使用财务结果——利息保障倍数比率。
• 解释未来价值概念和现值概念，并作必要的计算（附录）。

会计师在金融方面的作用

当公司需要用资金来维持现有业务或者拓展新业务而本身却没有这些必须的资金时，这些公
司就需要从银行或是其他金融机构当中获得必要的长期融资。金融机构的运作与这些典型的
生产或是服务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金融机构的会计计量和信息披露与其它行业相比也
是完全不相同的。除了传统的会计行业（审计、专业服务，财务报告、成本核算以及税
收），其它和财务利益相关的专业也可能会成为金融机构的一个专门的职业。

一般情况下，会计师处理的相关问题包括：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套期保值，销售应收款，
外汇交易，贷款丧失的准备金和损失等。除此之外，该领域中的会计在金融机构的战略决策
方面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计师不仅仅解释金融机构得金融交易，还必须能够识别新
的商机，同时能够降低金融风险。一些新的领域，还会包括与资产/债务管理，利率风险，
现值的计算方法，资本结构，以及主要的利率分析相关的一些问题。

会计师在金融机构做某些重要决策时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决定是否借款给有潜力的
借款人。是否借钱取决于借款人支付利息和偿还贷款的能力。由于会计师受过编制财务报表
和分析财务报表的培训，所以受过专业培训后的会计师在分析财务状况和识别潜在借款人风
险方面是最受欢迎的。

在前一章，我们已经学习了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业务盈利以及短期借款（流动负债）为目前
正在经营的业务筹集现金。但是，当企业需要大量的现金时，比如购买厂房，企业也会通过
长期融资就是发放债券来筹集现金。债券的发行将产生一应付债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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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应付债券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债券属于长期债务，或负债，由其发行者所有。债务的实物证据是一份可转让的债权证书。
债券与长期票据是不相同的。一般情况下长期票据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就到期，而债券一
般要到2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才到期。

一般情况下，发行债券时不会只发行一份所需金额的债券，而是发行许多小数额比如1,000
美元的债券。例如，一个公司要借100,000美元的账款，可能会发行100份价值为1,000美元
的债券而不是一份100,000美元的债券。该种方法使得购买债券者用较少的现金投资获得一
些债券。

债券的价值主要来自借款人对贷款人或债权持有者的承诺。主要包括借款人承诺支付的两个
方面：（1）未来某一日期内债券的面值或本金，（2）借款到期之前，在指定日期、特定利
率时的周期性的利息。通常是半年。

通常，大型公司会一次性发行大量的长期票据和可流通的债券。发行不同种类的债券会有不
同的法定利息率，将来也会有不同的到期时间点。公司会在其财务报表的脚注部分展示出这
些信息。圖表 15.1显示的是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2000年的年度报告
附注中的一份长期借款。该表显示的是本票，信用债券，和外国证券，以及它们各自的数
量，到期日和利率。

圖表 15.1 陶氏化学公司的长期票据和债券（单位百万）

15.1.1 债券与股票的比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债券与股票之间的差异有以下几点：

• 债券是发行者的一种债务或负债，而股票是的所有权是发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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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必须支付债券的时候，就是债券的到期日。而股票是不会到期的；股票会无限期的一
直流通，除非公司决定将其收回。

• 大多数债券需要公司承担支付其利息。而股东的股利只有在声明的时候才支付，在特殊
时期，由董事会决定其优先股甚至不需要支付。

• 债券发行人在计算净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扣除债券利息，而股利在任何时候都不
会被扣除。

15.1.2 债券的销售（发行）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当一个公司需要借款数百万美元的时候，不可能全部从一个贷款人那里借些钱。而是通过公
开销售（发行）债券的方法获得必要的资金。

通常，公司通过投资公司或是银行发行其债券，该投资公司或是银行被称为是担保人。担保
人对债券发行人履行很多责任，比如广告、销售、以及向债券的购买者提供债券。通常担保
人担保发行的债券都有固定的价格，他们希望能通过以高于固定价格的价格将其销售出去，
以获得一些利润。

当公司公开发行债券时，许多购买者愿意购买这些债券。债券发行公司并不是跟每一个购买
者都单独处理债券事宜，而是跟指定的委托人即代表债券的持有者处理该事宜。委托人一般
是银行或信托公司。委托人的主要责任是识别借款人是否能履行债券的契约。债券契约是在
债券发行后签订的合同或协议。该契约解决诸如此类的事情：利率，债券到期日和到期时的
金额，关于股利的一些限制，还款计划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事宜。如果发行债券的公司不遵守
债权协议，就属于违约。此时担保人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强迫债券发行公司遵守契约。

在不同情况下，债券也是不相同的。他们可能是固定债券也可能是抵押债券，记名债券或无
记名债券（持券人），定期债券或分期偿还债券。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他们之间的不同。

债券的一些特征也会涉及到法律问题，比如公司是如何支付利息和转让所有权的。通常这些
特点不会影响到债券的发行价格。其他特点，比如兑换成普通股，是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潜在
购买者。债券的这些特点还可能会提高其发行价格。

担保债券担保债券是公司抵押一部分财产来确保其将来支付能力的一种债券。抵押债券是最
常见的一种担保债券。抵押是对某些特殊财产的合法要求，该财产使得债券持有者在公司未
能按期付款的时候有拥有此财产的权利。

无担保债券无担保债券是一种信用债券，或是说是一种简单的公司债券。信用债券是一种无
担保的债权，指的是仅靠发行者的信誉而不依靠其它任何特定的财产而发行得一种债券。与
公司的财政困难比起来，公司的声誉问题更不易解决。

记名债券记名债券是一种在债权证书上登记债权人姓名的债券，其登记信息由债券发行人或
其代理人，公司登记人员保管。 债券登记时登记的是其本金（或债券的面值）或本金和利
息。大多数债券都是只登记其本金。对于即登记债券本金又登记利息的债券，发行人要通过
支票德形式支付其利息。转让记名债券所有权时，在经债权人同意之后，重新登记债权人的
姓名。因此，债权人可以轻易地替换其丢失或是被盗的债券。

无记名（持券人）债券无记名（持券人）债券是其持有人或是持券人所拥有的一种财产。债
权人的姓名不会出现在无记名债券的债券证书上面，也不会做单独的记录。债券的实物交换
将转换债券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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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息票债券附息票债券并不是为利息而发行的债券。为了支付利息，附息票债券可以拆分。
在每一个计息期结束时，债权人就将其拆分为该时期的债券，并将该债券交给一个特定的组
织，通常是银行，让其收集拆分的债券。

定期债券和分期偿还债券定期债券和其它所有的既定发行的债券一样，在同一天到期。在既
定发行的债券中，分期偿还债券的到期日分散在几个日期。例如，四分之一的债券可能在
2011年12月31日到期，另外四分之一的债券到2010年12月31日到期，依此类推。

可赎回债券可赎回债券规定发行人有权在其到期之前将其收回（购回）。该规定和一些优先
股的赎回规定相似。当流通债券的利率比公司将要发行的新的或是与之相似的债券所支付的
利率高出很多的时候，公司就会使用此权利。该规定通常要求公司支付赎回溢价给债权人，
每1,000美元的债券支付30-70美元。赎回溢价是超出面值的价格，其面值是债券发行人在其
到期之前为赎回债券而必须支付的价格。

可转换债券可转换债券是一种根据债权人的选择可以转换成公司发行的股票的债券。每
1,000美元的债券都有一定比例的可转换债券。虽然所有类型的债券都可以转换，但是发行
者为债券添加的这些特点使得这些具有风险的债券对投资者来说更具吸引力。

认股权证债券认股权证允许债券持有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以某一固定价值购买普通股份。以权
证形式发行的长期负债可能是可拆分的也可能是不可拆分的。不可拆分的认股权证债券和可
转换债券几乎相同，其持有者必须用债券购买普通股。可拆分债券允许持有者既可以一直以
债券形式将其拥有，也可以通过权证购买股票。

垃圾债券垃圾债券是利率很高，风险也很大债券。许多垃圾债券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
公司重组的时候发行的。这些重组采取的方式有：管理层收购（也称杠杆收购），外部公司
强行收购，或外部公司和善收购等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于许多发行者拖欠利
息，导致人们对垃圾债券失去了兴趣。一些发行者宣称破产或是通过新的债务条款谈判从债
券持有者那里寻找新的经济援助。

通过发行债券而非股票来筹集资金的几点优势如下。首先，当基金借出而非发行更多股票的
时候，股东并没有丢弃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其次，发行债券与增加库存所需费用相比会更
低。原因是应支付给债券持有者的利息可以申请扣减税务，而股利不行。最后，发行债券最
重要的原因是通过有利财务杠杆，负债会增加股东的收益部分。

有利财务杠杆在公司通过借来的基金增加普通股的每股收益候就拥有有利财务杠杆作用。每
股收益的增加通常是因为获得的回报率高于借来基金时的利息率。比如，假设公司借钱的利
息率是10%，回报率是15%。多出的这5%使得收益增加。

圖表 15.2例举了一个关于有利财务杠杆的比较复杂的例子。表中的这两家公司除了其融资方
式不同以外，其它各个方面都相同。A公司只发行了优先股，而B公司发行了相同数量的股
份，其中10%的债券，90%的优先股。两家公司的资产都是20,000,000美元，运营所得收益
是4,000,000美元。如果我们用运营收益除以总资产（4,000,000美元/20,000,000美元），
我们可以发现两家公司资产的收益率都是20%。但是B公司的股东要比A公司的股东获得的更
多。B公司股东权益的净利润率是18%，而A公司股东权益的净利润率是12%。

假设两家公司都是在2010年初以每股10美元的价格发行了他们的股票。B公司的每股收益是
1.80美元，A公司的每股收益是1.20美元，B公司的每股收益比A公司的每股收益高50%。两
家公司每股收益的不同将导致B公司股份的市场价格要比A公司股份的市场价格高。B公司较
高的每股收益可能会使得该公司的每股股利也较高。

正如圖表 15.2中所示，B公司正在使用财务杠杆，或者说叫负债经营。该公司将股东的权益
部分作为是公司筹集资金的基础，但是公司对此会支付给股东一定的报酬。B公司期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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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此资金获得比他们税后固定成本更多的收益。所以，该公司就提高了其股东权益回报率
和每股收益。

圖表 15.2 有利财务杠杆

债务融资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借款人要定期支付一定的利息，为了防止违约，每期都必须
支付这些利息。其次，债务的实施降低了公司承受巨大损失的能力。比如，假设在圖表 15.2
中A公司和B公司在2010年所得损失是11,000,000美元。到2010年年底，A公司仍然有
9,000,000美元的股东权益，仍然可以继续他们的业务经营，也有翻身的机会。B公司则相
反，B公司所拥有的是负股东权益1,000,000美元，如果B公司不能按时支付他们应该支付的
利息，债券持有者就会迫使公司清算应得利息。两公司所得损失的结果如下：

A公司和B公司

部分资产负债表

2010年12月31日

Ａ公司　 B公司　

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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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

普通股 ＄20,000,000 ＄10,000,000

留存收益 （11,000,000） （11,000,000）

总股东权益 ＄9,000,000 ＄（1,000,000）

负债融资的第三个缺点是它会使得公司在营业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遭受不利财务杠杆
（unfavorable financial leverage）。当借入资金成本超过他们的收益的时候，不利财务杠
杆就会转换成有利财务杠杆。在前面那个例子当中，如果业务运营收益降到1,000,000美
元，股东权益回报率就会变成A公司3%，B公司0。如下

表所示：

发行债券第四个缺点是一般情况下贷款协议都需要保留一定的运营资金（流动资金——流动
负债），因此股利和其他借款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公司发行债券的时候，会产生长期负债，还必须定期支付利息，一般是一年两次。如果计息
日期与资产负债表中的日期不同，公司就必须在适当的时期累计计息。下面的例子将说明在
计息日以及计息期间以面值发行负债的记账形式。

在计息日以面值发行债券河谷公司（Valley Company）的会计年度截止到12月31日。在
2010年12月31日，河谷公司发行了为期10年的12%的债券，其总面值是100,000美元，价
值也是100,000美元。该债券在2010年12月31日登记，要求分别在6月30日和12月31日支付
利息，也就是说半年支付一次。 该债券到2020年12月31日到期。河谷公司将其到期应该支
付的利息和本金的会计分录编制了出来。其10年的会计分录如下：

2010年12月31日，债券发行日，分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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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6月30日开始（到2020年6月30日为止），每年的6月30日和12月31日，其会计分
录为：每年的6月30日和12月3日

2020年12月31日，也就是到期日，其分录为：

注意，河谷公司（Valley Company）不需要调整会计分录，因为该公司的付息日是会计年
度最后一天。2010 年至2018 年这十年间河谷公司（Valley Company）每年的损益表将会
显示利息费用为1,2000 美元（6000×2美元），2010年至2018年公司将在每年的年末损益
表的长期负债中记录应付债券为100,000美元。2019年末，河谷公司将债券重新归类为流动
负债，因为将在下一年内支付债券利息。

实际上，现实的情况比上述更为复杂。例如，假设河谷公司（Valley Company）在2010年
10月31日发行河谷股票，并在每年的4月30日和10月31日支付利息。于是，河谷公司
（Valley Company）必须在12月31日调整会计分录以累计11月到12月份的利息。分录将变
为：

2011年4月30日的分录为：

2011年10月31日的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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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河谷公司（Valley Company）将为半年支付利息和年末累计利息制作类似的会计分
录。在每年的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上，公司将2,000美元的应付债券利息作为流动负债。

两个计息日之间按票面价值发行债券公司并不总在计息日发行债券。不管公司在什么时候发
行债券，都是在最近的计息日开始累计利息。对于即将卖出的债券，公司按照一个规定的价
格加上“应计利息”来报价。在每个付息日，债券发行者必须付给债券持有者满六个月的利
息。因此，在债券计息日后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要支付给卖方前一个计息日未实现的利息。当
债券持有者收到他们第一个六个月的利息支票时，他们将该应计利息支票偿还给债券的前一
各持有者。

以河谷公司2010年12月31日的债券这个事实为例，假设河谷公司在2011年5月31日发行债
券，不同于2010年12月31日，公司的会计分录为：

这个分录记录的从应计利息获得的5,000美元作为现金付款和应付债券利息的抬头。

在该公司支付了满六个月的利息后，2011年6月30日的会计分录为：

这个分录中为100,000美元债券支付的1,000美元的利息为一个月未偿付利息。河谷公司5月
31日从债券持有者手中筹集的1,000美元，作为应付利息，现在返还给他们。

15.2 债券价格与利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债券的发行价格通常不同于债券的票面价格。超过票面价格发行的债券的金额就是红利。低
于债券票面价格发行的债券的金额就是折扣。当相似债券的市场利率不同于债券的合同利率
时，债券票面价格与发行价格就会存在不同。实际利率（也称做收益率）是投资者所能接受
的特殊风险债券利率中的最低利率。风险越高，投资者所接受的最低利率就越高。合同利率
也称作定期的票面利率或者名义利率。公司在债券合同里声明利率，并印刷在每张债券上，
用来确定在每个计息期支付现金的数额。市场利率会对各种因素做出反应，例如，联邦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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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控制银行向其借款的利率；政府的国家债务融资的行为和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和供给，
它每天都发生波动。

市场利率和合同利率有可能不同。发行者必须在债券实际售出之前确定合同利率，从而为诸
如印刷债券的活动留出时间。例如，假定将债券发行的合同利率定为12%。如果债券的市场
利率和合同利率相同，那么债券将按照它的票面价格发行。但是，在债券出售之前，债券的
市场利率可能高于或低于合同利率。就如圖表 15.3显示，如果债券的市场利率低于合同利
率，债券就会以高于其面值的价格出售。因此，如果债券的市场利率是10%，合同利率为
12%，由于投资者的哄抬价格，这种债券就会溢价出售。但是，如果债券的市场利率高于合
同利率，债券就会以低于其面值的价格出售。因此，假如债券的市场利率为14%，合同利率
为12%，债券就会折价发行。投资者不会对合同利率低于市场利率的债券感兴趣，除非债券
的价格有所降低。溢价或折价出售的债券使债券购买者在他们的投资中获得市场利率。

计算长期债券的价格涉及用复利计算债券的现值。本章节后的附录解释了终值和现值的概
念。如果你不明白现值的概念，那么在继续阅读本章节之前请先阅读附录。

在买家和卖家谈判债券的价格之后，由于债券的某一特定风险级别会产生一个现行利率。投
资者为该发行债券支付的价格和债券的现值相同。计算债券的现值，要通过市场利率或实际
利率将特定的现金流折现，计算它的本金和利息。之所以要用市场利率，是因为债券必须产
生这个收益率，或者是为了吸引可供选择的投资者。债券的寿命在计息期（复利）就已经声
明。在每个计息期声明的债券利率为实际利率，它是通过将年利率除以每年支付利息的次数
得到的。例如，如果年利率为12%，则半年的利率就是6%。

通常，债券发行人通过债券的票面价值的百分比来定价——100就表示债券的价格为票面价
值的100%，97意味着债券价格为票面价值的97%，103表示价格为面值的103%。举个例
子，以103%发行的票面价值为1,000美元的债券，其价格就为103,000美元。无论债券的发
行价格是多少，在到期日，发行人都必须按照债券的票面价值支付给投资者。

圖表 15.3 债券溢价和折扣

以面值发行的债券下面的例子说明了债券计算的具体步骤。假设卡尔公司（Carr
Company）发行了利率为12%面值为100,000美元的债券。债券在2010年6月30日发行，需
要在6月30日和12月31日支付半年利息，并在2013年6月30日到期。债券将按票面价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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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因为发行者提供12%的利率并且投资者期望的利率也是12%。潜在的购买者没有理由提
供溢价或折价。债券按票面价值出售的一种方式是按照它的现值100,000美元出售：

根据上述一览表，投资者期望每六个月的利率为6%，就必须支付100,000美元购买这些债
券。需要注意的是，计息期数相同，每半年的利息率也相同的话，本金和应付利息都必须折
成现值。在2010年6月30日，记录这些债券的出售情况，借方登记现金，贷方登记应付债券
100,000美元。

会计视觉：商务洞悉
有人推测，到2025年，除非发生一些变化，否则必将会打破社会保障制度。因

此，你可能会在你的职业生涯期间想办法留出一些资金为将来退休后提供保

障。

在 过去的60年中，每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3%，国库券平均稍低于4%，公司

债券平均每年稍高于5%，股票平均每年稍高于10%。通过本章节最后面的表

格， 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出在你20岁时开始，以后每年投资2,000美元的国库

券，公司券或者股票，45年后在你65岁时你将获得多少。

计 算投资国库券的情况，比如，我们先用表A.2确定每年投资2,000美元，30

年，利率4%的终值（2,000 美元*56.08494=112,170 美元）。（我们也可以

计算45 年，但是表格只到30年。）然后我们利用表A.1 找到利率4%，该价值

之和为112,170 美元余下的15 年后价值（112,170美元*1.80094=202,011美

元）。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15年每年还必须投资2,000美元。接下来，我们再

返回到表 A.2，计算剩下的15年，利率为4%的每年2,000美元的终值（2,000

美元*20.02359=40,047美元）。然后加上202,011美元 和40.047美元得到总

的终值242,058美元。（你共投资2,000美元*45年=90,000美元。）你高兴

吗？但当你在65岁看到投资相同的股 票所获得的金额时你就不高兴了。

如果你投资为公司债券，利率是5%，在65岁的时候你将会获得319,041美元，

然而，如果投资股票，利率是10%，你将获得1,437,810美元。你会使用本书后

面的这个表来证实这些数据吗？

折价发行的债券假设将卡尔公司的债券，利率12%，以100,000美元售出，以期获得目前市
场率下的14%的年利率，或者说半年利率为7%，卡尔公司计算债券的现值（出售价）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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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计算债券的现值时，卡尔公司通过现金支付每期应付的利息。公司以利息形式支付出
来的现金并不依赖市场率。然而，每半年的市场率7%是会发生改变的，卡尔会通过新的市
场率从表中查出其相对应的利息率。

记录债券发行的会计分录是：

在登记债券发行时，卡尔贷方登记的是应付债券面值。借记面值与应付债券面值折价和消账
户之间的差额。卡尔在资产负债表中登记的应付债券和应付债券折价如下：

95,233美元指的是债券的账面值或是净负债。账面价值是债券的面值减去所有的未摊销折
价，或加上所有的未摊销溢价。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应付债券的未摊销溢价。

溢价发行的债券假设卡尔发行利率12%，面值为100,000美元的债券，当前的市场率10%。
该债券将以溢价售出：

记录债券发行的会计分录是：

该债券发行时的账面价值是105,076，这是100,000美元的面值和溢价5,076美元之和。在资
产负债表中，溢价账户是辅助账户，是对应付债券的补充。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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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司以溢价或是折价发行债券时，每一计息期的债券利息费用账户与应付债券利息的登记
形式是有区别的。折价使得利息费用账户增加，溢价使得利息费用账户减少。例如，如果卡
尔以95,233美元的价格发行面值为100,000美元的债券，借入的总利息就是40,767美元：
36,000美元（6次支付6,000美元）加上折价4,767美元。如果该债券以105,076美元的价格
发行，借入的总利息就是30,924：36,000美元减去溢价5,076美元。借来该资金所获得的
4,767美元的折价或是5,076美元的溢价必须被分配，或分6个阶段收回。有两种方法来摊销
该债券的折价或溢价——直线法和实际利率法。

直线法记录的是一定数额的利息费用；实际利率法记录的是一定利率的利息费用。会计原则
委员会意见第21期（APB Opinion No. 21）指出，只有当直线法的结果与利率法的结果在
本质上是相同的时候才用该方法。大多数情况下，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会计视觉：商务洞悉
美国政府债券通常都有一个固定的利率。在1997年年初，美国财政部开始提供

通货膨胀指数债券。这些债券的利息金额与官方报道的通货膨胀率密切相关。

该债 券每6个月付息一次，利息也是以本金的通货膨胀为基础调整价格。这些

债券是为了保护购买者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损失。当时，一些投资者认为政府

在计算利息的 时候已经考虑到了通货膨胀率，这与以往的这一方法是不相同

的。与以往方法相比，现在采用的方法降低了每年增加的数额。这种计算的变

化，如果被采用了，将会 降低这些债券应急的利息数额。但是，为了达到该目

的，官方可能会采用旧的计算方法计算通货膨胀率。

直线法直线摊销法将流通债券的折价或是溢价平均分配到每一个月中。发行者计算这个数额
是通过用折价或是溢价除以总的月数——从发行日到结束日。例如，如果以95,233美元售出
面值为100,000美元的债券，卡尔将会收取4,767美元的折价，以每月132.42美元的利息费
用收取（等于4,767美元/36）。6个月总的折价摊销是794.52美元，计算过程如下：132.42
美元*6。每6个月的利息费用是6,794.52美元，计算如下：6,000美元+（132.42美元*6）。
在2010年12月31日记录这些费用的分录如下：

到到期日，所有的折价都必须被分摊。

为了说明直线法在溢价中的应用，回顾卡尔先前以105,076美元的价格售出了面值为
100,000美元的债券。卡尔将摊销这些债券的溢价5,076美元，以每月141美元进行摊销，总
计5,076美元。债券以溢价售出的第一期的利息摊销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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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到期日，所有的溢价必须被分摊完。

实际利率法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第21期（APB Opinion No. 21）推荐一种计算摊销的方
法，称为是实际利率法，简称为利率法。根据利率法，任何时期的利息费用都等于发行日的
实际利率（市场率）乘以债券起初利息期的账面值。继续使用卡尔的例子，利率12%，面值
100,000美元的债券被售出，以期获得14%的利率。第一个利息期的账面值是其出售价格
95,2333美元。卡尔记录的一个摊销期内的利息费用如下：

注意，利息费用是账面值乘以实际利率。支付的现金是面值乘以合同率。每期的折价摊销是
这两个数额之间的差额。

上面分录之后，债券的账面值是95,899美元，或是95,233美元+666美元。卡尔打破了应付
债券折价的数额，其余额为4,101美元，或是4,767美元减去666美元。假设会计年度在12月
31日结束，2011年6月31日记录第二个摊销期的利息支付的分录为：

卡尔同样也采用了实际利率法计算溢价摊销。如果卡尔债券的发行价格是105,076美元，以
期获得10%的利率，溢价就是5,076美元。该公司以同样的方式计算利息费用，就如计算债
券以折价售出一样。但是，分录会有些不同，溢价账户记在借方，第一利息期的分录为：

第一个分录之后，债券的账面值为104,30美元，或者说105,076美元-746美元。溢价账户余
额是4,330美元，或是5,076美元-746美元。第二计息期的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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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视觉：商务洞悉
在计算债券折价摊销时，直线法和实际利率法之间的差别可以从下面的图表中

看出来。在两种方法下，账面值（CV）起始于同一点，结束于同一点，总的利

息费用 也是一样的。但是，在直线法下，利息费用和债券折价摊销每一期都是

一特定的数额，而实际利率法他们不是同一数额而是一定比率。

折价和溢价的摊销表折价摊销表（圖表 15.4）以及溢价摊销表（圖表 15.5）为编制利息费
用分录提供的方便。通常情况下，公司在他们第一次发行债券的时候编制此类表格，一般是
通过计算机程序设计此问题。然后公司在做日记分录记录利息的时候就会参照此表格。注
意，在每一期当中，利息费用金额都会变化，当涉及到折价时利息费用就会增加，涉及到溢
价的时候利息费用就会减少。之所以会有诸如此类的波动，是因为具有固定利率的账面值改
变了所有的付息日。当发生折价时，账面值增加，发生溢价时，账面值较少。但是，作为利
息支付的现金通常都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金额，该金额是通过债券面值乘以合同率得到的。

回想发行价格是95,233美元折价的情景，以及105,076溢价的情况。圖表 15.4中，折价情况
下的总利息费用是40,767美元，等于36,000美元（支付6个月的6,000美元）加上折价4,767
美元。该金额与早期计算的总利息费用相等。在圖表 15.5中，溢价情况下的总利息费用是
30,924美元，或是说36,000美元（支付6个月的6,000美元）减去5,076美元的溢价。在这两
个图表中，在到期日时债券的账面值等于面值，因为折价或是溢价都已全部被摊销。

部分时期的调整分录如果卡尔必须为部分时期积累一定的利息，此时圖表 15.4和圖表 15.5
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代替日历年度的会计期间，假设发行债券的财务年度在8月31日结
束。根据溢价表（圖表 15.5）提供的信息，2010年8月31日的调整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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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5.4 应付债券的折价摊销表

该分录记录的是2个月的利息，7月和8月，该两个月的付息期是2010年12月31日。圖表 1
5.5中的第一行显示的就是6个月的利息费用和溢价摊销。因此，前面的分录中记录的是6个
月计息期数额的2/6（或1/3）。在2010年12月31日编制第一期支付表时，卡尔会登陆剩下
的四个月的利息。其分录为：

在债券剩下的时期内，卡尔可能会为8月31日和12月31日编制相似的分录。但是数额可能不
同，因为卡尔在计算债券利息时采用的是利率法。每个7月30日的分录就如表1121中所示的
那样。

15.2.1 应付债券赎回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债券可能（1）在到期时支付，（2）赎回，或（3）从市场上购买然会消除债券。债券也可
能通过换股将其转换成股票，然后消除。每种措施要么是赎回债券，要么是消除债券。到期
时支付债券的公司，可能已经将所有相关的折价或是溢价分期摊销，最后的利息也已经支
付。到期时唯一需要的分录就是借记应付债券，贷记债券面值的现金，如下所示：

64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圖表 15.5 应付债券的溢价摊销表。

发行者可能会在债券到期前将部分或是全部的流通债券赎回。发行人还可能在市场上购买债
券然后将其消除。无论是哪种方法，其会计分录是相同的。假设2012年1月1日，卡尔以103
或是10,300美元的价格收回面值为100,000美元的债券10,000美元。虽说累积利息应该加
上，但是我们已经假设当天的利息已经支付了。看一下圖表 15.5 中，日期为2011/12/31 的
最后一列，发现债券的账面值102,723 美元，该价格包括应付债券100,000美元和应付债券
溢价2,723美元。由于发行债券的10%已经被赎回，卡尔必须从这两个账户当中移除10%。
该公司产生损失，因为支付价格10,300美元超过了债券账面值10,272美元。所需要的分录如
下：

根据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声明第4期，自愿提前将债券消除造成的收益或是损失如果重要的
话，就属于特殊项目。我们在损益表中报告这些收益和损失，正如13章所描述的，这些都是
扣除税务影响后的结果。会计标准委员会正在重新考虑是否将这些收益或是损失作为特殊项
目报告。

为了避免一次性赎回所有发行的债券，公司有时会发行分期还本债券。该种债券几天后就到
期。假设2002年6月30日，贾斯珀公司（Jasper Company）以100的价格发行了面值
100,000美元利率12%的分期还本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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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付息两次，分别在6月30日河12月31日。从2010年6月30日开始，每年都有20,000美元
的债券到期。贾斯珀有自己的日历会计年度。2010年利息费用和到期的负债所需要的分录
为：

注意，贾斯珀在计算2010年最后6个月的利息费用的时候，计算的只是剩下的流通负债（起
初发行的100,000美元，减去2010年6月30日到期的20,000美元）。每一年债券到期后，该
债券就会被消除，利息费用也会相应的减少。贾斯珀将下一年将要到期的20,000美元的债券
在年底资产负债表中看作是流动负债。剩下的负债就是长期负债。

很自然的，债券投资者会担心他们投资的风险。他们害怕公司可能会拖欠到期的全部本金。
这种担心将导致他们签订一定的债券契约条款，该契约要求公司定期支付债券赎回基金，通
常称为偿债基金。基金委托人每年利用这些付款赎回一定数额的债券，并支付累积债券利
息。委托人决定哪些债券需要收回，哪些债券为了能够赎回需要存入一定的现金并支付累积
利息。

为了说明上述问题，假设手指公司（Hand Company）有利率12%的流通的附息债券，在3
月31日和9月30日支付利息，该债券以其面值发行。债券契约要求该公司每年9月30日支付
委托人53,000美元。支付委托人的分录如下：

如果在年末偿债基金账户有余额，该公司会在资产负债表中将该投资标记，或登记为其它资
产。该公司可能会要求这50,000美元的债券在下一年必须作为“长期负债到期”将其消除，并
将其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流动资产报告。

偿债基金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公司形成了名为“保税负债拨款”的留存收益拨款。通常情况下，
偿债基金是合同形式的（由债券契约要求），保留盈余分配是由董事会简单通告的，要求该
期的债券的股利发放要受一定的限制。前者要求支付给委托人现金，后者限制将留存收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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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股利给股东。同时，尽管契约不需要偿债基金，公司也会决定（1）支付偿债基金而不是
指定的留存收益，（2）支付指定的留存收益而不支付偿债基金，（3）两者都不支付，
（4）两者都支付。

公司可以通过给债券持有人将债券转换成债券发行公司的普通股的机会增加债券的吸引力。
在登记可换股债券的转换时，公司将债券的账面值看作是股票发行时的实收资本。

假设公司有面值10,000美元的流通债券。每1,000美元的债券可转换成50股发行公司面值为
10美元的普通股。在3月1日，债券的账面值是9,800美元，投资者将其所有的债券转换成普
通股。所需的会计分录是：

该分录从账户中通过借记应付债券10,000美元，贷记应付债券折价200美元消除债券的账面
值9,800美元。贷记发行的500股普通股的面值（500股*10美元面值）。超出的数额（4,800
美元）登记在贷方超出面值的实收资本——普通股。

会计视觉：商务洞悉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公众免受市政债券的卖家滥用电话骚

扰。住宅中的任何人在没经允许的情况下，只允许在上午8点到晚上9点之间被

此类电话呼叫。打电话的人必须清楚的说明打电话的目的。同时，必须尊重和

维护一些不同意收到此类电话的的住户意见。

来源：美国证券委员会倡导控制来自市政债券卖家的电话，以保护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华尔街日报，星期五，12月27日，1996年，P.A2。

两个主要的债券评级服务机构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和标准
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这些债券作为对他们进行风险评级的依
据。他们的服务评级分别是：

穆迪 标准普尔

最高质量到中上等 Aaa AAA

Aa AA

A A

中等 Baa 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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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BB

B B

差到最低 Caa CCC

Ca CC

C C

默认情况下，价值值得怀疑 DDD

DD

D

通常，穆迪对垃圾债券的评级是Ba或更低，而标准普尔的评级时BB或更低。正如随着时间
的推移，公司前景发生变化，其流通债券的评级也会跟着变化。因为公司能支付的利息和到
期的债券本金的能力会更高或更低。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引起许多公司的债券评级下降。

债券的价格会定期的出现在一些报纸上。例如，华尔街日报报出IBM公司的债券如下：

发行公司 息票 到期日 收益 价格 变动

IBM 7* 2013 6.6 113 -2

该债券的票面利率是7%，2013年到期。当前每100美元债券的价格是113美元，或是每
1,000美元的债券是1,130.000美元。前一天的价格是115美元，因为变动是-2。当前价格投
资者获得的收益率是6.6%。由于市场利率一天天的在变化，市场价格与市场利率成反比。因
此，如果市场利率增加，债券的市场价格就会降低。反之亦然。

会计视觉：商务洞悉
有时候公司会投资其它公司的债券。根据FASB声明第115期（见第14章），在

债券的投资分为三类棗证券交易，可出售证券，或持有到到期的证券。如果他

们获得债券的主要目的是将其在短期内售出，则该债券可以归类为证券交易。

如果获得债券是为了更长时间的拥有它，但并不是一直持有到到期日，他们就

被归类为 可出售证券。那些一直持有到到期的债券归类为持有到到期的证券。

所有的证券交易都是流动资产，可出售证券或是流动资产，或是长期资产，这

取决于持有者想要 拥有时间的长短。债券的折价和溢价归类为交易证券和可出

售证券，但是并不摊销，因为不知道其管理者将要持有多长时间。持有到到期

648



证券属于长期资产。债券的 溢价和折价也归为持有到到期证券，他们由持有人

摊销，就如债券发行人采用的方式一样。关于债券的进一步投资将在中级会计

中讨论。

15.3 分析与使用财务成果——利息保障倍数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利息保障倍数表明了企业在负责的情况下到期偿还利息的能力。按照下面的公式进行利息保
障倍数的计算：

息税前利润作为分子是因为如果息税前利润和利息支出相等，就没有纳税的必要。如果收入
状况比较复杂，可以通过净利润加上纳税支出和利息支出来计算息税前利润。但是，当出现
经营中断、会计原则的变化、特殊项目、利息收入或者是别的类似项目等这些复杂的状况
时，分析师利用营业收入来代表息税前利润。该比率越高，债权人对未来收到利息的感觉就
越好。

伦理视觉：Rawlings家具有限公司
罗林斯父亲50年前创办了罗林斯家具公司，罗林斯兄弟继承了公司的30万股票

（30%），其中一个作为公司的主席，另一个作为副主席。公司生产的家具销

往 全国各地，平均每年都能够收入400万美元。公司坐落在美国纽约的詹姆斯

维尔，为这个城市将近10%的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该城市受益于罗林斯公司

的收入 和慷慨的捐赠。剩下的股票被持有和进行柜台交易，别的股东的股份都

没有超过4%，最近股票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进行交易。公司拥有1000万美元

的10% 的债券，15年到期。罗林斯兄弟很喜欢这些钱，但是并不喜欢工作，他

们也因为不能拥有公司的控股权（要求50%以上）而沮丧，如果拥有了控股

权，做出重大 的决定就不需要经过别的股东的同意。在纽约市经济公司的协助

下，罗林斯兄弟推行了一个增加他们财富的计划。公司以每股40美元的价格回

购普通股，这些股份 将被取消，罗林斯兄弟拥有控股权。通过发行10年期的

14%的高利率的垃圾债券来帮助股票回购。该经济公司已经找到了一些愿意买

这些债券的金融机构。每年 花费300万美元来支付垃圾债券的利息。罗林斯兄

弟认为公司能够支付这些利息，除非公司进入衰退。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限制

甚至淘汰工资增长，终止公司的养 老金计划。如果到期日这些垃圾债券能够偿

还，罗斯林兄弟将拥有一个极有价值的公司的控股权。如果不能偿还利息或者

这些垃圾债券被拖欠的话，公司最终被强制 清算。风险很高，但是潜在的回报

也很高。如果别的买家当时进场并以更高的价钱购买股份，那么罗斯林兄弟就

卖掉他们的股份退出公司，罗斯林兄弟希望买家能够 以每股50美元的价钱收购

他们的股票，这样他们就能卖掉股票追求其他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新买家的作

出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下面是近几年下面几家公司（在表格的脚注中描述）的利息保障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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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这些现实的公司的利息保障倍数中存在着大量的变异。在判断一个公
司的偿还利息的能力时，债权人需要审查别的财务数据。

80年代一些公司发行高息垃圾债券，由于拖欠利息宣告破产或者与债权人重新谈判还款条
件。其他发行高息债券的公司通过发行新的低息债券获得的款项回购高息债券。

第16章将讨论第四个主要的财务报表——现金流财务报表，这个报表显示了在经营、投资和
融资活动中的现金流入和流出。

15.3.1 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债券就是负债（有到期日），必须承担一定的利息，该利息在计算净利润和应交所得税
的时候被扣除。

• 股票是单位的所有权，只有在声明之后才会对之支付股利。在计算净利润和应交所得税
时该股利并不被扣除。

• 债券有担保债券和非担保债券，记名债券和无记名债券，可赎回债券和转换债券。
• 发行债券的好处主要有：股东继续保留对公司的控制权，不交利息税，还有机会出现有

利财务杠杆。
• 发行债券的不足有：每一时期必须支付固定的利息，这就降低了公司承受巨大损失的能

力。限制股利的支配以及将来的借款，还可能降低有利财务杠杆带来的每股收益。
• 如果债券在计息日以其面值发行，不登记利息。
• 如果债券在计息期间发行，必须登记产生的利息。
• 如果市场率低于合同率，债券就以高于其面值的价格出售，此时要登记保险费。
• 如果市场率高于合同率，债券就以低于其面值的价格出售，此时要登记保险费。
• 本金的现值加上应付利息的现值等于债券的价值。
• 通过合同利息率确定将来应付的现金利息。
• 通过有效利息率，把将来应付的本金以及利息折成现值。

65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 债券发行时，借记现金，贷记应付债券。对于折现的债券，应付债券现值登记在借方。
对于溢价的债券，应付债券溢价登记在贷方。对于在计息期间发行的债券，应付债券利
息登记在贷方。

• 在债券流通期间，所有的溢价和折现都必须偿还。
• 根据有效利息率计算法，每期应支付的利息等于债券发行日的有效利息率（市场利息

率）乘以债券计息期的初始价值。
• 根据摊销直线法，债券流通期间的每一个月都分配同等数量的折现或者溢价。
• 如果债券在到期之前已经被赎回，会产生一定的损失或是收益（如果重要的话就是一特

殊项目）。
• 在债券偿还契约中会有债券偿还基金。
• 债券可以转换成股票，债券价值变成发行股票的实收资本。
• 根据风险级别对债券进行估价。
• 两个主要的债券估价服务机构是穆迪投资服务和标准普尔公司。
• 这些服务机构都有他们自己的评估量表。比如，最高等级是Aaa（穆迪公司），

AAA（标准普尔公司）。
• 利息保障倍数表明一个公司支付负债利息的能力。
• 利息保障倍数等于企业息税前利润除以利息费用。
• 投资终值是指现在一定量的资金以一特定的利率折成某一时点上的价值。
• 现值指的是将来收到资金的当前价值，也指终值的当前值。终值的贴现就是将他们转换

成当前值。

15.3.2 附录：终值和现值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管理者在做商业决策时都会用到利息、终值和现值的概念。因此，为了能够正确的登记这些
特定的商业交易，会计师必须理解这些概念。

15.3.3 货币的时间价值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货币的时间价值的概念与当今资金的逻辑关系有关，而与将来资金无关。大多数人都喜欢当
前拥有一定资金而不是将来。这是因为（1）存在风险，将来的钱可能收不回来，（2）如果
现在你有一定的资金，你可以用来投资，将来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金。

大部分的商业决策都会对比公司的现金流量表。为了更有效地做出决策，这些对比必须将资
金折到同一时间点上。也就是说，在对比之前必须将现在拥有的这些资金折成终值，或是将
终值贴现或折现。这些比较都涉及到终值和现值。

15.3.4 终值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任何投资的终值指的都是现在一定量的资金以一特定的利率折成某一时点上的价值。涉及到
的利息可能采用单利计息，也可能采用复利计息。单利计息是指只计本金利息。例如，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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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000美元，利息是12%，投资两年，采用单利计息法。两年后就变成是1,240美元，利
息为每年120美元，1,000美元的本金加上2*120美元。复利计息指的是本金和每期利息都计
息。比如，投资1,000美元两年，利息12%，采用复利计息计算。两年后为1,254.40美元。
计算如下：

在圖表 15.6中，我们简单描述了终值的计算法，并说明了复利计算法下1,000美元以每年
12%的利息如何增长到1,254.40美元。复利计算结果增加的14.40美元——第二年的利息，
这是以计算第一年的利息为基础的，或者说是120美元*0.12=14.40美元。

利率表减轻了计算终值的负担。该表中所有的投资账户在一定时期内都以给定的利率增长。
如该附录的最后表A.1。利用该附加表，首先必须确定参与复利的期数。复利计息期可长可
短，可以以天为单位，月为单位，以季为单位，半年一单位或是一年为一单位，通常不会超
过一年。复利期数等于投资年数*每年计息次数。比如，每年计息一次，计息5年，其计息期
数就是5次，每季计息一次5年就是20次，以此类推。

其次，确定复利计息每期的利息率。通常情况下，利率都是以年计。事实上，联邦法律要求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声明每年度的利率。每期利率等于年利率除以每年计息次数。只有以年
为单位计息的年利率才等于它的每期计息率。所有这些情况的利率都较低。例如，如果年利
率是12%，采用以月为单位的复息计息法，每期利率（一个月）就是1%。

使用这个表格，要找出该时期行的期数。顺着表格向右走，到找到该每期利率行停止，该数
值被称为是一个因子。该因子表示在此利率下，该投资每一美元一计息期所得数值。计算投
资的终值，即该情况下的金额乘以该因子。例如，假设你父母告诉你他们投资8,000美元，
利率是12%，投资4年。 并且告诉你大学四年后将此账户给你。如果每年的利率是12%，四
年后你将获得多少？如果季利率是12%你又将获得多少？

为了计算这些账户数额，翻到该书末的附录，表A.1。在连续4期行和12%利率列的交接处，
你会找到一个因子1.57352。用8,000美元乘以该因子，获得12,588.16美元，这就是第一个
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问题，你需要找到连续16期的行与3%利率列的交叉处，该因子为
1.60471，你的投资额的终值就是12,837.68美元。惯性的复利算法就是你所得投资额的终值
加上12,837.68美元-12,588.16美元=249.52美元。出现该差异的原因是季利率12%要比年利
率12%高。

年金是一系列时间间隔相同的平等的现金流（通常称为租金）。债券投资方应获得的半年应
付的利息就是年金的一个例子。假设在接下来的3个半年付息期末将获得100美元。每半年
的利率是6%。利用附录中的表A.1，我们将会计算出每一个100美元的终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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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5.6 复利和终值

＄100的终值（3期后）

在第一期末所得值： 1.12360*＄100=＄112.36

在第二期末所得值： 1.06000*100=106.00

在第三期末所得值： 1.00000*100=100.00

终值之和 ＄318.36

如果年金包括很多数据，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很繁琐。幸运的是这些表格可以直接用来计算总
终值。见附录表A.2。对于刚才所描述的年金，你可以通过3期行和6%的利率列的交接处找
到一个单一的因子3.18360（上述三个因子之和）。在乘以100的时候，将得到318.36美
元，这个答案和上述答案是一致的。在圖表 15.7中，我们大概讲述了一下年金的终值。

15.3.5 现值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现值是将来所得终值的当前值，是和终值相反的过程。对于终值，我们计算的是现值所拥有
的资金将来的价值，而现值计算的是将来的现金票据的当前值。我们通过将他们折现来实现
对终值的贴现。

假设在一年当中你有权利获得1,000美元。如果适当的年利率是12%，按复利计算该现金收
据的终值为1,000美元的现值是多少？你知道现值比1,000美元要少，因为一年后的1,000美
元并没有现在的1,000没有值钱。同时你还知道，一年后的1,000美元等于现值P加上P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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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率为12%的利息。所以，P+0.12P=1,000美元，或者说是1.12P=1,000美元。用1,000美
元除以1.12，你将得到892.86美元，这个数额就是一年后终值为1,000美元的现值。如果该
1,000美元是两年后到期，你发现它的现值为892.86美元除以1.12，等于797.20美元。通过
上述的生动描述，我们发现除了箭头的方向不同以外，现值和终值是很相似的（圖表 1
5.8）。

表A.3（书末附录）包括一个组合周期的现值因子和利率。我们可以利用表A.3就像表A.1那
样将其直接计算出来。例如，现值为1,000美元，四年后到期，年利率16%，按复利计算，
复利为552.29美元。计算如下：1,000美元*0.55229。0.55229是连续4期的行与16%的列的
交叉处的现值因子。

圖表 15.7 年金终值

插

圖表 15.8 复利和现值

正如另外一个例子，设想你想在三年后用4,000美元到欧洲度假。如果你投资每季的利率为
20%，按复利计算，现在你需要投资多少呢？为了计算该数额，你需要在表A.3中找到相应
的现值因子，12期行与5%列的相交处既是该因子，为0.55684,。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投
资55分，12期后，按5%的利率计算，你将获得1美元。三年后为了得到4,000美元，你必须
投资4,000*该因子（0.55684），即2,227.36美元。

以半年为一付息期的债券利息是很常见的一个关于年金的例子。就像是计算年金现值那样，
假设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年为一付息期的每一期期末获得100美元。半年的利率是6%。通过使
用表A.3（见附录），你会发现这三个应付的100美元的现值如下：

＄100到期时的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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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付息日： 0.94340*＄100= ＄94.34

第二个付息日： 0.89000* 100= 89.00

第三个付息日： 0.83962*100= 83.96

总现值 ＄267.30

圖表 15.9 年金的现值

当年年金包含很多的应付款的情况下，该过程就会变得十分繁琐。幸运的是，表中显示出了
每一美元年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利率下的现值。看本书末的附录，表A.4。正如刚才所说的
年金，你可以用一个单一的因子来计算每一美元年金在三期，或是半年，利率为6%的现
值。这个因子就是2.67301；他就等于一美元分别在附录表A.3 中一期末，二期末和三期末
的各因子之和。该因子乘以100 美元即每期应付款，就是年金的现值，267.30美元。在圖表
15.9中，我们简要概括了年金的现值，以及如何得出三期100美元的总现值，即100美元乘
以年金现值因子2.67301

假设你赢的一份彩票，让你选择是在接下来的5年里每年年末获得10,000美元，还是现在就
获得35,000美元。你确信投资资金每年的利率为15%，这样，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为
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计算一下在利率为15%的前提下，每年年末10,000美元，5年
后的现值是多少。其现值是33,521.60美元，或10,000*3.35216。所以你可以直接接受那
35,000美元，因为它的现值更高。

15.3.6 案例实证分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杰克逊公司（Jackson Company ）在2010年4月30日以15%的利率发行了面值为100,000美
元的垃圾债券。并于当日注入其日期。该债券要求半年付一次息，分别于4月30日和10月31
日付息。发行利率是16%（每期8%）。

a. 计算该债券应获得的金额。

b. 编制摊销计划表。在该计划表中，采用实际利率计算法，为前两期的利息期填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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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编制债券发行，前六个月的债券利息支出，2010年12月31日调整的日记分录（假设杰克
逊公司的会计年度在当日结束），以及第二个六月的利息支出——2011年4月30日——的日
记分录。

15.3.6.1 案例实证分析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a.

收到的价格：

本金的现值：＄100,000*0.04603

（见附录，表A.3，40期行，8%列） ＄4,603

利息的现值：＄7,500*11.92461

（见附录，表A.4，40期行，8%列） 89,435

总计 ＄94,038

b.

（A）

應付

利息

日期

（B）借記債

券利息支出

（E*0.16*1/

2）

（C）貸記現金

（＄100,000*0.15*1/

2）

（D）

貸記

應付

債券

溢價

（B-

C）

（E）應

付債券賬

面值（上

期账单余

额E+D）

发行

价格
＄94,038

2010/
10/31

＄7,523 ＄7,500 ＄23 94,061

2011/
4/30

7,525 7,500 25 9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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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10

4月30

日
现金 94,038

应付债券折价 5,962

应付债券 100,000

以利率15%发行面值100,000美元20年期限，以获得16%收益

的债券。

10月31

日
债券利息支出 7,523

应付债券折价 23

现金 7,500

支付半年的债券利息。

12月31

日
债券利息支出（＄7,525*1/3） 2,508

应付债券折价 8

应付债券利息（＄7,500*1/3） 2,500

登记这两个月所得收益的利息费用。

2011

4月30

日
应付债券利息 2,500

债券利息支出（＄7,525*2/3） 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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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债券折价 17

现金 7,500

支付半年的利息费用。

15.3.7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不记名债券见未注册债券。

债券长期负债，或债务，由其发行者持有。债权证书，可转让票据，是所欠债务的一份正式
的有形证据。

债券契约债券发行后的合同或贷款协议。

债券赎回基金（债券基金）逐渐赎回所发行债券的一种基金。

可赎回债券发行人有权在债券到期之前将之赎回（买回）的一种债券。

赎回溢价所支付的价格超出了其面值，债券的发行人必须在其到期之前缴纳的赎回费。

（债券）的账面值债券的面值减去所有未分摊的折价，或加上所有的未摊销溢价。有时指的
是债券的净负债。

复利即计算本金利息也计算前期所得利息的利息。

合同利率在债券证书上面签订的利率并在债券合约上面标明，也称为是法定利率，票面利率
或名义利率。

可换股债券在债券持有人的角度，是一种可以转换成发行公司股票的债券。

附息票债券附息票债券并不是为了利息而注册的债券，它是一种可拆分债券，债券到期时会
将其拆分，支付应付利息。

信用债券一种只能根据其发行者的信用来发行的无担保债券。

（债券）折价以低于其面值的价格发行的保函金额。

实际利率计算法（利率法）计算周期性利息支出（或税收）的一种方法。该方法下，第一计
息期的利息计算就是用应付债券（债券投资额）的账面值乘以发行日的市场利息率。计算利
息费用（税收）和所支付的利息（所得）——合同率乘以面值——之间的区别是当期所分摊
的是折价还是溢价。计算后面各期的利息是以起初期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的。

面值债券本金。

有利财务杠杆当每股收益的增加时，以及股东权益产生回报率时，就是有利财务为杠杆。股
东权益回报率是来自于借来的资金所获得的回报率高出该资金的固定成本的部分。当借来资
金的成本高于它们所产生的收益时，就导致无利财务杠杆，结果就是股东所得收益减少。

终值今天投资的资金金额，以一定的利率，在既定的时期内所获得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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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法见有效利息率计算法。

垃圾债券高利率，高风险的债券，为了企业重做，大多发行在20世纪80年代。

市场利率在特定的风险下，债券投资者所能接受的最低的利率。也称为是实际利率或收益
率。

抵押这是关于财产的法定索赔。这使得债券持有者在公司无力支付按要求付款时有权利占有
公司承诺的财产。有抵押担保的债券称为是有抵押债券。

（债券）溢价以高于债券面值的价格出售债券所得的金额。

现值未来现金票据的当前价值；通过将未来票据按一定的贴现率来计算。

记名债券在债券证书上面有自己名字的一种债券，注册的债券所有者由债券发行人或它的代
理，注册主管等保管。

担保债券一种由公司提供一定的财产来确保其支付的债券。

分期偿还债券在几个特定的日期内，为给定的债券分期付款的一种债券。

单利只计算本金利息的一种计息方法。

债券基金见债券赎回基金。

认股权证允许债券持有者有在特定的时期内以特定的价格购买一定的普通股的权利。以长期
负债形式发行的债券即可拆分也可不拆分。

直线摊销法当债券出现折价或是溢价的时候，为债券各个时期分配相等数量的折价或溢价的
一种方法。

定期债券已发行的所有的债券在同一天到期。

利息保障倍数率利息和税收之前的收益除以利息费用。在复杂的情况下，“营业收益”通常被
用来计算利息和税收之前的收益。

股权交易公司将它的股东权益部分作为基金的基础。对此他会给股东一定的回报。

委托人通常是银行或是指定的信托公司，他们代表债权持有者，强迫债券发行人执行契约。

担保人投资公司或是银行，代替债券发行人在发行时执行很多任务。可能担保债券全额，也
可能担保债券的某一固定的价格。

无利财务杠杆当借来资金的成本超出他们所产生的收益时，发生无利财务杠杆，它和有利财
务杠杆相反。

无注册（记名）债券 通过实物交付转移所有权。

无担保债券一种信用债券，或是说一种简单的债券。

15.3.8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判断以下说法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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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担保债券也称为是信用债券。
2. 可赎回债券是在债券持有人的角度来说的。
3. 当所借资金增加了普通股的每股收益时就产生有利财务杠杆。
4. 如果市场利率超过了合同利率，债券就以折价发行。
5. 直线摊销法是一直推荐的方法。

多项选择

为以下各题选择最佳答案。

哈纳公司（Harner Company）于2010 年3月1日发行了利率为12%的债券100,000 美元。
该债券始于2010年1月1日，以96加上应付利息的价格发行。登记该发行的分录如下：

a. 現金 98,000

應付債券折價 4,000

應付債券 100,000

應付債券利息 2,000

b. 現金 102,000

應付債券 100,000

應付債券利息 2,000

c. 現金 96,000

應付債券折價 4,000

應付債券 100,000

d. 都不對。

如果第一题中所说的债券以104发行，登记其发行的分录为：

a. 現金 104,000

應付債券 100,000

應付債券溢價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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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現金 102,000

應付債券 100,000

應付債券利息 2,000

c. 現金 106,000

應付債券 100,000

應付債券溢價 4,000

應付債券利息 2,000

d. 都不對。

2010 年1 月1 日，阿尔瓦雷斯公司（Alvarez Company）以现金发行了面值为400,000 美
元，利率为8%，10年到期的债券328,298美元，该价格将产生11%的收益。该债券半年付一
次息，到2020年1月1日到期。采用实际利率法，2010年第一个6月的利息费用将是：
a. 36,113美元。
b. 18,056美元。
c. 32,000美元。
d. 16,000美元。

如果上一个问题采用的是直线摊销法，第一个6月的利息费用将会是：
a. 39,170美元。
b. 32,000美元。
c. 18,000美元。
d. 19,585美元。

假设一公司的净利润为100,000美元，所得税费用为40,000美元，利息费用是20,000美元。
则利息保障倍数为：
a. 5倍。
b. 7倍。
c. 8倍。
d. 9倍。

翻到本章节末的“自测题答案”，核对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15.3.9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通过发行债券而不是增加实收资本获得长期基金的好处是什么？其中又有什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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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信用债券？通常与之相关的部分是什么？为什么？
• 解释什么是定期债券，可赎回债券，可换股债券，以及担保债券。
• 什么是定期债券交易？
• 当债券在计息期间发行时，为什么发行公司所获得现金等于应得利息（从前面的利息日

开始）加上发行债券的价格？
• 为什么将偿债基金描述为债券赎回基金更准确？
• 指出下面所说项目在2009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中如何归类。

◦ 偿债基金的现金余额。
◦ 应付债券利息。
◦ 2019年到期的应付信用债券。
◦ 应付债券溢价。
◦ 应付债券的第一次抵押，2010年7月1日。
◦ 应付债券折价。
◦ 第一国民银行账户利息。
◦ 到2010年为止的应付可换股债券。

• 为什么计算周期性费用的实际利率法要比直线法在理论上更好呢？
• 对于那些一直持有债券直至到期的投资者来说，他们为什么愿意支付比债券面值更多的

价格购买债券？
• 利息保障倍数的作用是什么？

15.3.10 练习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2010年12月30日，多明戈的建筑公司（Domingo's Construction Company）发行
利率为12%，面值为120,000美元，期限为1 0年的债券，始于2010年8月31日。以100加上
应计利息价格发行。采用半年付息的方法，于2月28日何8月31日付息。该公司的会计年度
在12月31日结束。编制会计分录登记这些债券的发行，并为年底的应计利息以及支付的第
一息票编制会计分录。

练习B 2009 年12 月31 日，东兰辛办公设备公司（East Lansing Office Equipment
Company）以现金1,400,605美元的价格发行了利率8%，面值为1,600,000美元期限为10年
的债券。该债券采用半年付息的方式，到2019年12月31日到期。

a. 市场利率和合同利率相比哪个更高？

b. 采用利率法，计算2010年第一个6月份的债券费用。

c. 试说明1,400,605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练习C 假设债券折价采用的是直线摊销法，计算前一题中一年的债券利息。

练习D 从记录支付的利息券到2010年7月30日，默特尔比奇帆船公司（Myrtle Beach
Sailboat, Inc.）的应付债券300,000美元，应付债券溢价10,572美元。采用半年付息法，分
别在7月30日和12月31日付息。发行了期限为5年，利率12%，面值为300,000美元的债券，
期望获得10%的收益。编制分录记录2010年12月31日支付的利息。采用利率法计算。（回
收的所有款额以美元计算。）

练习E 2010年6月30日（每半年的付息日），假日轮滑公司（Holiday Rollerblade
Company）将其面值为400,000美元，利率10%的债券以106的价格全部赎回。该债券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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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于2006年6月30日以100的价格发行的。编制会计分录记录支付的利息以及2010年7月30
日全部的债券赎回。

练习F 2009年8月31日，根据其债券契约的部分规定，加勒比游轮公司（Caribbean Cruise
Line, Inc.）以公开市场价96加上应得利息，获得了480,000美元的流通债券。这些债券起初
以面值发行。利率是12%，半年付息。该债券始于2002年11月30日，在5月31日和11月30
日付息。编制会计分录，记录债券收购日的应计利息以及债券的收购。

练习G 2009年10月31日，克利夫兰暖气系统公司（Cleveland Heating Systems, Inc.）需要
18,000美元加上半年的利息540美元，给受托人偿债基金。以至于在当日受托人可以赎回公
司18,000美元的债券。该债券以100的价格发行。编制10月31日的日记分录，记录偿还基金
存款，编制退休债券，利息支付（那天到期），以及支付给受托人的费用等的分录。假设后
面的价格是100美元。

练习H 2010 年9 月30 日，支付利息以后，迈阿密视频租赁公司（Miami Video Rentals,
Inc）面值为60,000美元的流通债券被换成8,000股该公司的面值Wie5美元的普通股。假设
该债券的发行价格是100，编制日记分录记录该换股。

练习I 沃尔玛公司（Wal-Mart Corporation）最近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指定日期的以下数
据：

计算每年的利息保障倍数，并对其结果进行评价。

练习J 一次性支付20,000美元，在5年后到期，市场利率每年10%（每年按复利计算）的情况
下，其现值是多少？1美元，利率10%，5期后的现值因子0.62092情况下的现值又是多少？

练习K 半年付息的10,000美元，在接下来的5年中每6个月月末支付。如果市场利率是10%每
年，其现值是多少？如果按年付息，1美元，付息10次，利率5%，其现值是7.72173吗？

练习L 乔莫尔季诺（Joe Mordino）以1美元购买的格鲁吉亚彩票（Georgia lottery）一张，
期望能够致富。令他惊奇的是，他获得了4,000,000美元。他在以后的20年中每年年末获得
等额的金钱。乔莫尔季诺收到了以前几年没有联系过的亲戚朋友的消息。他们都希望重新与
这个百万富翁建立联系。每年的收益当中联邦以及地方所得税占40%（联邦所得税36%，地
方所得税4%）。用于现值计算的贴现率是12%。

a. 每年税后乔莫尔季诺实际获得多少？

b. 根据他税后现金流的现值，乔莫尔季诺还能称之为百万富翁吗？

c. 地方应该支付的净额的现值是多少？记住，该地方以税收的形式收回一定的金钱。

练习M 乔莫尔季诺获得格鲁吉亚彩票4,000,000美元后，他决定在接下来的20年每年年末购
买格鲁吉亚彩票10,000美元。他希望能再次中将，但是没有。如果地方政府从收到的票据收
益当中获得12%，20年后，每年来自格鲁吉亚彩票的10,000美元将会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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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1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应用题A 经济汽车零部件公司（Economy Auto Parts, Inc.）在2009年6月1日发行期限10
年，16%的债券180,000美元，始于2009年4月1日。债券利息采用半年支付一次的方法。所
有的债券面值都是1,000美元。该公司的会计年度在6月30日结束，编制12月31日和6月30日
的半年报表。支付利息日是在4月1日和10月1日。

所有的关于债券的首期息票都出现在公司的银行账户中，并于2009年10月2日支付。但是第
二期息票中的两个也在那天收到了，并在2010年4月1日支付。

编制2010年4月1日前所有交易的日记分录，包括2009年6月30日的调整分录。

应用题B 生态水过滤公司（Ecological Water Filtration, Inc.）准备发行面值为400,000美
元，利率15%，期限15年的债券。该债券于2009年7月30日开始，要求每半年付息一次，到
2024年7月30日到期。

a. 如果他们想获得8%的利率，计算投资者应支付的价格。同时计算前6个月的利息，假设债
券以此价格发行。采用利率法，计算所有款项的最贴近的现值。

b. 假设投资者想获得12%的利率，重新计算上述问题。

练习C 2009年7月1日，南卡罗来纳表公司（South Carolina Table Company）发行面值
600,000美元，利率10%，期限10年的债券。该债券要求半年付息一次，到2019年7月1日到
期。该公司获得现金531,180美元，该价格想获得12%的利率。

假设该公司的会计年度在月31日截止。编制日记分录（最贴近的现值）记录2010年1月1日
债券利息的费用，以及2010年3月31日上网调整分录，采用利率法计算。计算所有款项的最
贴近的现值。

练习D Storall 公司于2010年7月1日发行面值200,000美元，利率16%，期限20年的债券。
该债券始于2010年7月1日，要求半年付息一次，分别在7月1日和1月1日，该发行以获得
12%的利率（每期6%）。

a. 计算该债券所获得的金额。

b. 编制摊销计划表，如圖表 15.5那样。在表中填写前两期的利息日期。采用利率法计算。

c. 编制日记分录，记录债券的发行，前6个月的利息费用，以及2011年3月31日的调整分
录，假设该公司的会计年度在该天结束。

练习E 凯利家具公司（Kelly Furniture Company）于2009 年10 月1 日发行面值400,000 美
元，利率18%，期限20年的垃圾债券。该债券于2009年10月1日生效，要求半年支付一次利
息，分别在4月1日和10月1日，该发行价格期望获得16%的利率（每期8%）。

a. 计算该债券所获得的金额。

b. 编制摊销计划表，如圖表 15.5那样。在表中填写前两期的利息日期。采用利率法计算，
并计算所有款项的最贴近的现值。

c. 编制日记分录，记录债券的发行，前6个月的利息费用，以及2010年6月31日的调整分
录，假设该公司的会计年度在该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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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F 休斯顿服装公司（Houston Clothing Company）于2009年7月1日发行面值600,000
美元，利率12%的串行债券。该债券在2009年7月1日生效，要求半年付息一次，分别在7月
1日和1月1日。该债券以每年120,000美元的速率增长，第一个到期日是2010年7月1日。该
公司的会计年度于9月30日结束。

编制日记分录，记录2010年7月1日支付的利息，2010年7月1日到期的120,000美元的债
券，以及2010年9月30日的调整分录。同时，解释该债券如何在2010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
表中显示出来。

15.3.12 选做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选做题A 2009年12月1日，新泽西州废物管理公司（New Jersey Waste Management
Company）以100的价格发行300,000美元，期限10年，利率9%的债券，该债券始于2009
年7月1日。该债券要求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分别在7月1日和1月1日。所有的债券都已注
册，该公司的会计年度到3月31日结束。已经编制季度财务报表。

该公司在第一国际银行有一笔存款，以一特定的支票足以支付半年的利息，并能获得该账户
的利息付款支票。该存款必须在支票开出之前就存上。

编制日记分录，记录债券的发行，编制12月31日的调整分录，2010年1月1日的分录，所付
利息的分录，以及2010年3月31日的调整分录。并编制季度财务报表。

选做题B 安全玩具公司（Safe Toy Company）准备发行面值为800,000美元，利率10%，期
限20年的债券。该债券始于2009年6月30日，要求半年付息一次，到2029年6月30日到期。

a. 如果投资者想获得8%的利率，计算它们应以什么样的价格购买。同时，计算前6个月的利
息，假设债券以该价格发行。采用利率法，计算所有款项的最贴近的现值。

b. 如果投资者想获得12%的利率，重新计算上述问题。

选做题C 2009 年7 月1日，蜱笃钟表公司（Tick-Tock Clock Company）发行面值100,000
美元，利率8%，期限10年的债券。这些债券要求半年付息一次，于2019年7月1日到期。该
公司获得87,538美元的现金，该价格期望获得10%的利率。

假设该公司的会计年度到3月31日结束。采用利率法，编制日记分录，记录2010年1月1日的
债券利息费用，以及2010年3月31日的调整分录。计算所有款项的最贴近的现值。

选做题D 创意网页公司（Creative Web Page）于2010年10月1日发行面值600,000美元，
利率15%，期限20年的债券。该债券始于2010年10月1日，要求半年付息一次，分别在4月1
日和10月1日，该债券的发行期望获得16%的利率（每期8%）。

a. 计算该债券所获得的金额。

b. 编制摊销计划表，如圖表 15.4那样。在表中填写前两期的利息日期。采用利率法计算。

c. 编制日记分录，记录债券的发行，前6个月的利息费用，以及2011年3月31日的调整分
录，假设该公司的会计年度在该天结束。

选做题E 古德休软件系统公司（Goodhew Software Systems, Inc.）于2009年7月1日发行
了面值100,000美元，利率10%，期限20年的债券。该债券始于2009年7月1日，要求半年付
息一次，分别在7月1日和1月1日，该发行价格期望获得12%的利率（每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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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计算该债券所获得的金额。

b. 编制摊销计划表，如圖表 15.4那样。在表中填写前两期的利息日期。采用利率法并计算
所有款项的最贴近的现值。

c. 编制日记分录，记录债券的发行，前6个月的利息费用，以及2010年6月30日的调整分
录，假设该公司的会计年度在该天结束。

选做题F 西方太阳能公司（Western Solar Energy Company）于2009年7月1日发行了面值
为400,000美元，利率12%的债券。该债券始于2009年7月1日，要求半年付息一次，分别在
7月1日和1月1日。从2010年开始，在7月1日每年有40,000美元到期。该公司的会计年度在
9月30日结束。

a. 编制日记分录，记录利息费用，到2010年7月1日为止的前6个月的支出，2010年7月1日
到期的债券，以及2010年9月30日的调整分录。

b. 说明如何在公司2010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中表示这些债券。

15.3.13 思考题——决策思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案例A 一公司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向工厂扩建投资2百万美元，是否应该投资1百万美
元以增加金融相关库存和应收账款。该3百万美元的投资试图大幅度的增加业务量。预测显
示营业收入将从1.6百万美元增加到2.4百万美元。所得税税率是40%。去年的净利润是
918,000美元。现在已流通的债务利息费用是每年70,000美元，有200,000股普通股目前也
已流通。该3百万美元将以两种途径获得：

• 完全以发行额外普通股的形式进行融资，预期的发行价格是每股75美元。
• 发行2/3的债券，1/3的额外股。该债券可能的期限是20年，利息是10%，以面值售

出。股票的发行价格是每股80美元。

应该进行该项投资吗？如果应该的话，解释说明你将选择那个投资方案。（提示：计算去年
的每股收益，并计算每一方案下将来的每股收益。）

商业决策案例B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面有一表格，反映的是公司债券
团体的收益比较。下面的数据是从表格中摘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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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回答下面的问题。

a. 每一列的数值，为什么收益率都是从上到下递增的呢？

b. 对于高质量和中等质量的债券，其收益率从4/28增加到4/27作如何解释？应该将可能出
现的经济活动考虑进去。

c. 哪一类债券的风险最接近52-周高的4/28？

年度报告分析C 参阅附录的年度报告，并确定The Limited公司2003年的利息保障倍数。利
用“营业收入”表示IBIT。并对你的分析结果做出评述。

年度报告分析D 恩哈特公司（Emhart Corporation）最近的一分年度报告包括财务报表中
的一段附注：

63/4%的可换股债券可能在到期前的任何时间以每股26.50美元的价格换成普通股。他们的
赎回价格从目前面值的105%下降到100%[在将来的某一天]。

回答以下问题：

a．如果你持有1,000美元的债券，如果你将可换股债券换成普通股，你将获得多少股？（提
示：你可利用债券的本金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股票。）

b．假设你有1,000美元的债券，并且该债券被公司以面值的105%的价格收回。如果当前每
股股票的市场价格是29美元，你会将债券换成股票吗？或者说你会交出债券吗？解释原因。

伦理案例——写作练习E 关于罗林斯家具公司（Rawlings furniture company）的伦理问
题，回答下面问题：

a．这两兄弟寻找新策略的动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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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这两兄弟是唯一的承担风险的人吗？

c．如果发行了垃圾债券，接下来又不履行，工人，整个城市，最初发行债券的持有者，以
及其他股票所有者将会受到什么影响？

d．如果一个新的买家出更高的价钱买下该管理机构，这些当事人（利益相关者）会受到什
么影响？

e．该问题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是什么？

小组项目F 和两到三个同学一起，关于下面其中的一个话题写两页纸，双倍行距：

20世纪80年代发行垃圾债券的作用

为什么市场利率和债券的价格是成反比的

公司如何迫使可赎回债券和可换股债券之间相互转换

偿债基金债券是如何起作用的

针对你选的话题，从图书馆做一些调查，适当的表明资料的来源。是你的分析能令人信服。
你的文章必须整洁，不含有拼写和语法错误，多打几次草稿。如果需要的话，在准备你的文
章的时候，使用文字处理工具。你的文章必须有封面标题和作者的姓名。

小组项目G 一小组同学一起，查找会计准则委员会第21期（从教员或是图书馆借来），从中
找到关于摊销费用和债券折价部分。调查在摊销债券溢价和折价时，为什么董事会推荐使用
实际利率法而不是直线法。你喜欢用哪种方法？为什么？总结APB的意见，并将你的意见做
一书面报告给你的老师。

小组项目H 和其他一个或是两个同学一起，查找将流通债券作为长期负债的三个公司的年度
报告。你需要阅读一下财务报表中的附注，进而确定长期负债的组成。识别该债券（债券，
系列），他们的利率，以及其他有关信息。比较这三个公司流通的债券，并写一份报告概括
你的发现。

15.3.14 网络的使用——发现真正的世界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以下伊士曼柯达公司（the Eastman Kodak Company）的网站：

http://www.kodak.com

跟着网站页面上的说明，查找财务报表的附注，找到与长期负债有关中的一个。用自己的语
言，写一份简单的报告，概括该公司长期负债的种类，以及关于借贷款安排的一些细节。

访问下面伊士曼化工公司（Eastman Chemical Company）网站：

http://www.eastman.com

在屏幕上寻找。直到你找到财务信息，然后查找长期借款。你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是你一
定能够找到财务信息。这是锻炼你使用网络的全面练习。确定长期借款的组成，为了更进一
步的信息查找财务报表附注。浏览该公司其他相关的有兴趣的信息。写一份报告概括你的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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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5 自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正误

1. 正确。无担保债券也称为信用债券，仅仅靠发行者的信誉收回。
2. 错误。可赎回债券根据发行者的选择收回。
3. 正确。这是有利财务杠杆的定义。但是，无利财务杠杆是在计划有利财务杠杆的时候

产生的。当息前和税前的收益低于成本的时候，就产生无利财务杠杆。普通股东的每股
收益会比他们借到收款时候低。

4. 正确。如果市场利率超过合同利率，购买者不愿意支付债券面值金额。通过支付低于
其面值的金额，购买者会赚到债券的市场利率。

5. 错误。实际利率计算法是推荐的方法。直线法只适用在该方法的结果在本质上与利率
法是相同的时候。

多项选择

1. a. 4,000美元的折价必须登记。同时，应计利息也必须记入（100,000美元*12%*2/
12=2,000美元）。

2. c. 溢价是4,000美元，应计利息是2,000美元，两者都必须记入。
3. b. 利息是（328,298美元*0.11*1/2）=18,056美元。
4. d. 利息是（400,000美元*0.04）+（71,702/20）=19,585美元。
5. c. 付息和交税前的收益是（100,000美元+40,000美元+20,000美元）=160,000美元。

总的160,000美元除以利息20,000美元=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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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6 现金流量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该掌握如下技能：

• 解释现金流的目标和作用
• 描述现金流量表的内容及其特定科目的排列顺序
• 根据经营活动成果，分别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计算现金流量
• 分别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列示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投资活动现金流

量、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 能够分析和使用以下财务结果-普通股的每股现金流，现金流的保证金和现金流的流动

比率。
• 应用工作底稿法编制现金流量表（见附录）

外部审计工作

1929年，9月3日至10月29日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下
降40% 。在失去其89%的价值以后，道琼斯指数于1932年跌破最低点。有些人因股票价格
的上涨及其随后连续的波动而指责会计工作。由于会计实务工作和报告程序的规范不完善，
公司可以采用很多方法来粉饰其披露的净利润，所以市场上股票的价格很可能被高估了。当
投资者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对市场的信心就会下降， 甚至惊慌失措陷入出售股票的狂热
中。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1930年的大萧条，直至1954年道琼斯指数才恢复到先前的水平。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在1934年建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规范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证
券交易委员会(SEC) 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每年依据公认会计准则(GAAP)来编制财务报表，并使
独立审计机构进行审计。这项独立审计行为意图恢复投资者信心并为资本市场体系持续提供
真实完整的信息。如果某公司未遵循公认会计准则，就会被停止上市。

造成管理者操纵利润以巩固其所需披露的业绩的原因有很多。审计人员的工作是运用他们对
会计准则和商业实务的理解来对消除财务报表中的人为操纵提供合理可靠的保证。当以权责
发生制为基础计算的净利润（简称应计利润）高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简称现金利润）时,报
告利润可能被操纵。

应计利润相对于现金利润更容易被操纵，因为现金利润是依据现金的实际收入与支出计算
的，而应计利润的计算需要很多估计，可以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或捏造收入）或低估费用，
例如折旧和坏账损失等方式调增应计利润。

除了要审核财务报表的准确性之外，审计作为一个职业还会提供很多的可选性。学生可以在
大型国际会计事务所或小型地区会计事务所工作，可以选择经常出差或很少出差的公司，也
可以选择在全球任何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工作。

审计工作也为从业者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企业明白会计师可以成为他们
的管理团队中很有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会计师对企业、产业和其会计实务都有自己的专
长。审计师离开审计行业时通常会有机会在众多客户中选择一家为其工作。

损益表、股东权益表（或者留存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并不能解决所有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问
题，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公司运行产生的现金是多少？当公司的会计人员表示交易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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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图时，怎样让现金账户进行透支？为什么如此有力可图的公司只能支付一小部分红利？新
的厂房和设备需要花费多少？公司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现金支出和当公司发生净亏损时怎样
分发红利？

本章节中，我们学习的现金流量表，会一一解答上面的问题。现金流量表是主要财务报表之
一，它可以反映出其他财务报表没有直接体现的一些重要信息。

16.1 现金流量表的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1987年11月，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了《财务会计报表准则第95号——现金流量表》。
此准则于1988年7月15日之后的会计年度生效。因此，现金流量表如今已成为公司所需披露
的主要财务报表之一。在资本变动表中，公司的资金通常被定义为营运资本（即流动资产减
流动负债），而如今现金流量表已替代了资本变动表在财务中的地位。

现金流量表的主要目的就是披露会计主体在整个会计期间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广义的现
金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例如短期有价证券，商业票据和货币市场资金。现金流量表的另
一目的是披露会计主体在某期间的投资和筹资活动。如圖表 16.1所示，现金流量表披露了公
司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对现金的影响,而不影响现金流的重要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在其他表格中列示

16.2 现金流量表的作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现金流量表总结了公司某会计期间的经营、投资和融资活动对现金的影响，可以反映出过去
公司在这些活动中的经营决策，例如发行股票和销售长期债券，而这些信息在别的财务报表
中只是零零散散的。因现金流量是公司财务运行良好的关键因素，所以现金流量表为公司管
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现金流量表可以清楚地显示公司所有重大经营活动、投资和融资活动对现金的影响。通过分
析此表，管理者可以得到过去重要政策决策的量化结果。这张表也许会列示出来源于经营活
动的现金流量，这笔现金流足以满足所有计划的资本需求，那么公司就无需进行外部融资，
例如长期借款或发行额外的股票。或者，当公司发生资金短缺时，管理层也可以根据现金流
量表来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资金短缺。再者，管理层也可以依据现金流量表向公司董事会建议
减少股息以留存现金。

现金流量表中的信息可以帮助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评价以下方面的内容：

• 企业在未来产生正的现金净流量的能力。
• 企业履行义务的能力。
• 企业分红的能力。
• 企业对外融资的需求。
• 净利润和相匹配的现金收支间出现差异的原因。
• 某期间，公司现金与非现金（单独的表格进行披露）的投融资活动对其财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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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现金流量表的内容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现金流量表中，现金流量分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和筹资活动现金流
量，每一分类中都包括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在圖表 16.2中，对如何将公司活动进行分类以
编制现金流量表进行了说明。

经营活动通常指公司的日常交易及其他影响净利润的事项。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会影响利润表
中的某些科目，具体包括：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 贷款所得利息；(3) 股
票投资的红利；(4) 买卖证券所得的现金； (5) 其他未被定义为投资或筹资活动的现金收入，
例如诉讼赔偿收入、保险赔偿收入和供应商退款。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会影响利润表中
的科目，主要包括：(1)购买存货；(2) 向供应商购买其他商品或接受雇员的其他服务而支付
的现金 (3) 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4) 购买交易性证券；(5) 其他未被定义为投资或筹资活动
的现金支付，例如缴纳税费和支付诉讼赔偿，慈善捐助和支付给顾客的退款。

圖表 16.1 现金流量表的基本内容

经营活动通常指公司的日常交易及其他影响净利润的事项。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购买存货

利息收入 薪资

股利 利息支出

交易性证券的出售 购买交易性证券

其他与投资或筹资活动无关的现

金流入（例如：保险赔偿）

其他与投资或筹资活动无关的现金流

出（例如：捐助慈善事业）

投资活动非流动资产的构建及处置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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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处置房产、厂房、设备、等收到的

现金净额

购买房产、厂房和设备等支付的现

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

资的出售收到的现金

购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

期投资支付的现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圖表 16.2 现金流量表中各种活动所包含内容

投资活动一般包括非流动资产的构建及处置活动，因此，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来源包括：

1. 房产、厂房和设备的出售；
2.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资；
3. 收回投资。

现金流出活动包括：

1. 购买房产、厂房和设备；
2. 购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资;
3. 投资支付的现金。

筹资活动一般包括与债权人和股东有关的活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包括
发行股票和债券、抵押、票据和其他长短期借款。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包括支付现金股利或
其他支付给股东的现金（包括购买库存股）和偿还借款。利息支出不包括在内，因为利润表
中包含利息费用，所以关于利息的支出就包含在了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关于应付账款、应付
职工薪酬和所得税的现金支出不属于筹资活动，而包含在经营活动中。

企业某期间不影响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的所有重要投资与筹资活动的有关信息都没有在现金
流量表中列示，而是在另一独立表格中进行披露。披露可能是以叙述的形式阐述出来。例
如，假设某公司发行抵押票据以获取土地和建筑物。这类独立表格的形势可能如下所示：

非现金投融资活动披露表：

为取得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发行抵押票据：35,000美元

会计视觉：商业洞察
在非现金投融资活动披露表中， Johnson & Johnson 报告的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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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员工补偿和股票期权计划而发行库存股，净现金收入252百万美元。

本公司将因股票期权而发行库存股的现金收入（149百万美元）列示在现金流量

表中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部分。

16.4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表示在给定的期间内，某些科目的现金净流入与现金净流出，这些科目通
常会列示在利润表中。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方法有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是直接在现
金销售额中扣除经营现金费用。这种方法将利润表中的项目直接转换成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计算。在间接法下，是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算的净利润为起点，间接的用影响净利润却
不包含现金的科目对其进行调整。

《财务会计报表准则第95号》 鼓励使用直接法的同时也允许使用间接法。然而，在相似的
条件下进行选择时，会计人员往往会选择间接法。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称，大约98%的公司
会选择间接法来计算现金流量。

直接法将利润表中的每一科目都转换为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计算。例如，假设以权责发生制
为基础计算的销售额是100,000 美元，如果应收账款增加5,000 美元，则现金收入应该是
$95,000 美元，计算公式为$100,000-$5,000。直接法将利润表中的所有留存科目也都转换
为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计算，关于部分内容，我们会在后面进行介绍。

间接方法用以下项目调整净利润（而不是调整利润表的个别项目）（1）流动资产（不是现
金）和流动负债的变动额，(2)包含在利润表中但不影响现金流量的科目。

在经营活动产生的费用中，不影响现金流的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折旧费用。记录折旧费用的会
计分录为借记费用账户，贷记累积折旧账户。 由此说明这项活动没有影响现金流，因此在计
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不应包括这项活动。然而，会计人员在计算净利润时会减去折旧费
用，所以净利润会低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在间接法下，净利润是用于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的起点，由此折旧费用必须加回到净利润中。

下面举例说明，A公司本年扣除10,000美元折旧费用后的净利润为20,000美元，由此产生
30,000美元的现金流量，则A公司本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30,000美元。B公司本年扣除
10,000美元折旧费用后的净亏损是4，000美元。尽管B公司亏损，但其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仍
然为正的6,000美元。上述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A公司 B公司

净利润 $20,000 $—4,000

加：折旧费用（不影响现金流量） 10,000 1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30,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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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使B公司产生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则其亏损额必须超过10,000美元

除折旧费用外，公司还需把其他实际没有使用公司现金的费用和损失加回净利润。这些需加
回的科目通常称为非现金费用或支出，主要包括：费用化的损耗；无形资产的摊销，例如专
利和商誉；应付债券折扣的摊销和非流动资产的处置损失。

会计视觉：商业洞察
PSINet有限公司.是一家网络接入服务供应商。1997年初，据《商业洞察》周

刊报道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将首次出现正 值。这家公司是第一家提供无线

上网的公司，消费者平均每月向公司缴纳19.95美元就可以无线上网。但是，公

司为每位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月平均费用为22美 元,因此公司决定放弃该市场，然

后转向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即顾客拨号上网每月需支付200美元。

来源： "PSINet有限公司预测其1997年的现金流量为正" 《华尔街日报》, 星

期五, 1996年12月27日, p. B11.

为了说明将处置非流动资产的损失加回到净利润中，假设Quick公司以6,000美元的价格出售
一件设备。该设备的历史成本为10,000美元，累计折旧3,000美元，这项交易的日记账分录
为：

现金（+A） 6,000

累计折旧 3,000

销售设备损失（-SE） 1,000

设备（-A） 10,000 10,000

设备处置亏损记录

Quick 公司会在现金流量表中，将6,000美元的设备销售收入作为投资活动现金流入进行列
示。尽管Quick公司在计算净利润时已扣除1,000美元的设备处置损失, 但仍然会确认投资活
动带来的6000美元现金流入（该现金流入反映了1000美元的设备处置损失） 因此，Quick
公司在将净利润转换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需将这笔损失加回到净利润中，以避免对该损
失的重复计算。

在计算净利润时包含的收入和利得都没有产生现金，这些科目属于非现金贷项或收入，因此
Quick公司在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需将这些科目从净利润中减去。这些科目包括：非
流动资产处置利得、以权益法计算的投资收益、应付债券的溢价摊销。

为了说明为什么要从净利润中扣除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假设Quick公司出售上述设备的收
入是9,000美元，则这笔销售业务的日记账分录为：

现金 （+A）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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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折旧 3,000

设备 （-A） 10,000

设备销售利得 （+SE） 2,000

记录设备出售利得

Quick 公司会在现金流量表中，将9,000美元的设备销售收入作为投资活动现金流入进行列
示。由此，公司已经将这笔9000美元的收入作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确认（包括2,000美元
的利得）。然而，在计算净利润时也包含了这2，000美元的利得，所以Quick公司在将净利
润调整为经营活动现金流时需将这笔金额扣除，以避免重复计算。

16.5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步骤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会计人员应按照具体的流程来编制现金流量表，下面我们就以Welby 公司的财务报表和附加
数据为例，将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具体流程进行说明。

在确认现金发生变动后，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步骤如下：（1）采用直接法或间接法计算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2）分析由投资活动和筹资造成的非流动账户和附加数据的变化；（3）将
第一步和第二步的信息进行汇总以编制现金流量表。

直接法就是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编制的利润表转换为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此时，会计人
员应注意资产负债表中一些账户的变化，包括所有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账户，这些账户与
损益表科目是紧密相关的。下表列示了所有与 Welby公司利润表科目相关的资产负债表中的
账户。

科润表科目
与其相关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账

户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销售收入 应收账款
自消费者处获得的现

金

已售出商品成

本
应付账款和库存商品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营业费用和税

费
应计负债和预付支出 营业费用的现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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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损益表中的其他科目，这种关联关系也非常明显，例如，应付职工薪酬和职工薪酬费用
相关，应交所得税和所得税费用相关，预付租金和租金费用相关等等。

权责发生

制
收付实现制

销售收入 +减少额或者—应收
=自消费者处获得的

现金

销售成本
账款的增加额

+增加额或者—库存商品减少额，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

金

营业费用

+减少额或者—应付账款增加额

+减少额或者—与相关的应计负债增

加额，

+减少额或者—与相关的预付费用减

少额

=营业费用的现金支

出

下面表格中的内容说明了资产负债表中的账户是如何影响利润表中的科目的：

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编制利润表时，非现金营业费用（例如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非现金
收入、非现金利得和非现金损失都会减至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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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6.3 财务报表及附注

圖表 16.4 利润表计量基础进行转换的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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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流动资产（非现金）的增长会减少现金流入或增加现金流出。因此，当应收账款
增加时，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计量的销售收入会减少（有的顾客购买商品后仍未付款）；当
存货增加时，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计量的销售成本会增加（现金流出增加）；当预付费用增
加时，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计量的相关营业费用也会增加，（例如，公司不仅支付当期的保
险费用，还会预付未来期间的保险费）。反之，这些流动资产减少时，现金流量的变动与上
述相反。

流动负债的增加会增加现金流入或者减少现金流出。由此可知，当应付账款增加时，以收付
实现制为基础计量的销售成本会减少（购买商品，为支付货款）；当应计负债（例如应付职
工薪酬）增加，则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计量的相关营业费用（职工薪酬支出）会减少（例如,
公司当期发生的职工薪酬多于其当期支付额）。流动负债减少会对现金流量造成相反的结
果。

Welby公司未发生预付费用，影响利润表科目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变化如下所示：

增加（单位：美元） 减少（单位：美元）

应收账款 10,000

库存商品 4,000

应付账款 6,000

应计负债 2,000

由此，Welby公司利润表转换为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过程如圖表 16.4所示。

间接法是通过对净利润特定的调整将其转换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Welby公司必须对非现金
流动账户对现金流量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考虑影响净利润但不影响现金的具体非现
金科目，例如折旧费用。这类项目Welby公司只有一项—5,000美元的折旧费用。依据这些
事项对圖表 16.3中We're公司的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调整后就会形成下面的表格（单位：美
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0,000

将净利润转换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的调整项目：

应收账款增加额 （10,000）

库存商品减少额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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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减少额 （6,000）

应计负债增加额 2,000

折旧费用 5,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000

注意，应用直接法和间接法计算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都是5,000美元。

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发生变化时，我们可以依据下面表格中的内容编制对净利润的调整。

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的变化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净利润调整为以收付实现

制为基础

加 减

应收账款 减少 增加

库存商品 减少 增加

预付费用 减少 增加

应付账款 增加 减少

应付负债 增加 减少

注意，我们应该使用相同的方式来处理所有流动资产账户的变化，而处理流动负债账户的变
化与处理流动资产的变化时正好相反，如下表所示：

类别 净利润加变化额 净利润减变化额

流动资产 减少 增加

流动负债 增加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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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中的内容可知，在应用间接法将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应加上流动资产
减少额，减去流动资产增加额，加上流动负债增加额，减去流动负债减少额。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净利润+或者—非现金流动资产和非现金流动负债的变化额+不影响现
金的费用和损失-不影响现金的收入和利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分析完流动账户的变化对现金的影响之后，我们再来解释一下非流动账户和附注，而因为现
金的流入和流出，非流动账户通常会发生变化。

在Welby 公司的例子中，我们必须分析四个非流动账户：留存收益、设备、累计折旧——设
备和股本。

• 对非流动账户的分析可以从其中任何一个开始，现在我们从留存收益账户开始。留存收
益账户是对以前会计期间净利润或净亏损的留存，6，000美元的增加额由10,000美元
的净利润和分配的4,000美元股利构成本。

留存收益

期初余额 30,000

股利 4,000 净利润 10,000

期末余额 36,000

净利润金额来源于利润表，我们将净利润和股利都输入圖表 16.5 B部分的现金流量表。净利
润中的10,000美元时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起始数据，所以，我们将它排列在表中的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部分，而股利在筹资活动现金流出部分列示。

• 设备账户增加了20,000美元。股利在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现金流出部分列示。附注显示
当期购买设备支付现金20,000美元， 因购买设备支付的现金应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
现金流出部分列示。

• 累计折旧——设备增加5,000美元,与利润表中的当期折旧费用金额相等。在前面我们提
到，折旧并不影响现金，所以用间接法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在将以权责发生制为
基础的净利润调整为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现金流量表中，应将其加回将利润。

• 依据圖表 16.3附注2中的内容，平价发行股票使股本增加30,000美元。股票发行收回的
现金应在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现金流入部分列示。

分析完非流动账户之后，我们就可以依据收集的信息来编制现金流量表了。圖表 16.5中的A
部分表示的是用直接法编制的Welby公司现金流量表， B部分则是应用间接法编制的Welby
公司现金流量表。在本章附录中，对在间接法下如何应用工作底稿为Welby公司编制现金流
量表进行了说明。 不过我们相信，如果不使用工作底稿，我们则只能获得更概念化的理解。

现金流量表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和筹资活动现金流
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格式因计算方法的不同而有些差异。直接法是将利润表的每一项分
别调整为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计量，而间接法是将相同的调整项目应用于利润表中的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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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而不是每一个科目。这两种方法不仅消除了非现金科目的影响，例如折旧，同时也消除
了出售厂房资产的利得和损失对净利润的影响。

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部分只有一笔金额，即购买设备支出现金20,000美元。在复杂的情况
下，这一类别还会包含其他的事项。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下包括了两笔金额：平价发行股票，现金流入30,000美元；支付已宣告股
利4,000美元。

现金流量表的最后一行表示的是本年度现金增加11,000美元，其他例子可能会导致本年度现
金减少。

如果使用直接法，将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调整过程必须单独设置表格进行列
示。然而，使用间接法进行调整时，只需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调整过程，无需另外设置表
格。这可能是为什么大多数公司使用间接法的原因之一。

然而，如果使用间接法，企业支付的利息和所得税金额需要在现金流量表的下方进行关联披
露。例如，如果Welby公司支付了200美元的利息和8,000美元的所得税，则需要按照下面的
方式进行披露：

A.直接法

Welby公司2010年现金流量表（单位：美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从消费者得到的现金 130,000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102,000)

营业费用的现金支出 (23,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购买设备 (2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发行股票收到的现金 30,000

分配现金股利 (4,000)

682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6,000

现金的净增加（减少）额 11,000

圖表 16.5 Welby公司2010年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补充信息（单位：美元）:

现金支付利息 200

现金交纳所得税 8,000

16.6 现金流量表分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管理学专业的学生学会分析现金流量表会对他们终生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将以
Synotech 公司的合并现金流量表为例来具体阐述对现金流量表的分析，并且在下一章节对
所有的财务报表进行具体分析解释时也会使用这家公司。

这个例子依据美国一家真实公司的最近年度报告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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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6.6列示了 Synotech 有限公司2008、2009和2010年的合并现金流量表，也包括管
2010年现金流量表管理者讨论和分析中的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讨论现金流量
表，解释各类事项，并且说明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制定决策。

16.6.1 流动性和资本来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该公司2010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101.0百万美元，与2009年的972.3百万美元、
2008年的995.3百万美元相比，增长了 13%，反映了公司盈利能力和营运资本管理能力的提
高。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一般用于资本支持、降低负债水平或增加股利。

2010年，长期借款由3,634.8百万美元降至3,476.6百万美元。公司持续关注其债务结构，使
得稳定比例的商业票据可以再次用于筹集资金以及其 他的短期借款可以长期利用。2010
年，公司签订了595.6百万美元的贷款协议并且获得了一笔487.2百万美元的国外银行长期贷
款。

至2010年12月31日，一笔410.3百万美元的国内外商业票据的信誉非常良好， 标准普尔公
司给其的信用评级是A1。2010年12月31日，这张商业票据同其他的短期借款一样，被分类
为长期借款, 因为公司有意图且有能力再融资使其实质上转为长期负债。 另外，公司在许多
银行也有良好的信誉 。至2010年底，公司未使用的信用额度总额为2,142.8百万美元。

资本总额的净负债率 (即负债的账面价值减现金与现金等价物账面价值[负债净额]/负债净额
与净资产）从2009年的64%降为2010年的58%，而这主要归功于公司 2010年通过有效的营
运资本管理获得的比以前年度更高的利润以及较低的融资成本 。市场资本的市场负债率(即
用上述科目的市场价值计算) 由2009年的23%降低为2010年的17%.公司主要使用市场价值
分析来评估其最佳资本。

2009年和2010年的资本支出都为净销售额的5.2%,而2008年的资本支出为净销售额的
5.3%。这些资本支出依旧主要集中在具有税后收入较高的项目上, 由此也可以减少公司的成
本率。2008年的资本支出预期持续为净销售额的5%左右。

2010、2009和2008年的其他投资活动还包括战略性收购和世界范围的资产投资，各年的合
计收购价格分别为46.2百万美元、1，586.3百万美元和179.8百万美元。

2008年期间，公司在公开市场上以及通过私下交易，购买了大量的普通股来支持员工福利
计划及维持其目标资本结构，总计690万股，购买价款493.3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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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6.6 Synotech有限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间接法）

2010年分配股利355.5百万美元,高于2009年的331.8百万美元和2008年的296.3百万美元。

除重大收购需要外部融资外，公司内部产生的现金流量应该足以支持公司当前的商业运营计
划、收购和资本支出。

企业是一个集各类资金和各种环境因素于一体的团体，需要条件性的遵守法律法规、税收制
度和其他一些商业惯例。由此，企业的管理层积极关注和管理企业所需披 露的内容和各种环
境因素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然而，公司在某季度或某期间的现金流量和经营成果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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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这些条件因素变革的一次性冲击的影响，即使管 理层期望这些条件因素未知的最终结
果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或资金流及经营成果造成严重影响。

参考圖表 16.6，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的事项，然后再讨论投资活动和
筹资活动部分。

经营活动公司在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时使用了间接法，编制了许多调整项来将以权责
发生制为基础的净利润调整为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净利润。

“重组经营净额”是一些公司通过关闭厂房或者减少大量劳动力对经营活动进行重组实现的。
一些公司通过重组会确认净损失，而另一些公司则会确认净利得。很明 显，2010年确认净
利得的公司在现金流量表中需要将这一事项从净利润中扣除，因为重组的实际现金流在未来
期间才会发生。

“折旧和摊销”包括设备资产的折旧和无形资产的摊销。在计算净利润时，折旧和摊销是与收
入对立的非现金变化，所以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必须加回净利润。

“递延所得税和其他事项净额”作为净利润的扣减科目，主要源于企业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低于其2910年实际支付的所得税。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某些科目基于税收目的与
基于会计目的使用的计量方法是不同的，例如折旧。

应收项目和存货增加（导致现金减少），其他流动资产项目保持不变； 应付和应计项目增加
（导致现金增加）。这些变化是由于收购、处置或如“重组经营净额”等其他账户的各种金额
形成的净额。仅通过分析近两年的资产负债表得出 的变化金额也许会与描述的不同，因为一
些不在本章内容范围的特定的技术性的“调整”。

投资活动“资 本支出”包括购买厂房资产，例如新的机械设备，以使生产设备现代化。通常公
司会选择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资本支出。例如，企业资金有限（通常情况如此），有两 项资本
投资可供选择（一台机器设备和一台计算机主机），其中一项的投资报酬率为20%，另一项
为25%，企业往往会选择投资报酬率为25%的活动进行投 资。

“收购支出的现金及获得的现金净额”列示了企业为收购其他企业或其他企业的某个部分支出
的现金，以及这些公司持有的现金净额也作为收购获得的一部分。

企业出售“有价证券和其他投资”，这些证券一般包括股票、债券和一些其他发行工具。1993
年12月15日以后的会计年度，有价证券必须分类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
持有至到期投资。在第14章中我们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做过详细描述，
15章中也简要提到过持有至到期投资。持有 至到期投资指公司有意图且有能力持有至到期
的债务性证券（例如其他企业发行的债券）。如前面所述，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购买与出售产
生的现金流必须在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部分列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购买
与出售产生的现金流必须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部分列示。

筹资活动筹资活动是指公司偿还旧债务(1,397.5百万美元)以及发生新债务(1,292.9百万美
元)。最近许多公司发行低利率的新债务以替换高利率的旧债务，类似于房屋所有者为房屋
再筹资金以降低利率。

“外部投资者投入资金”来源于企业的子公司（企业持股超过50%）中其他的参与者。

“分配股利”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科目，2008年至2010年公司支付的股利数额每年都
在增加。

公司回购股票(库存股)。公司经常回购股票的原因有（1）用以员工或管理层的股票期权计
划；(2)支撑股票市场价格；(3)期望未来以实质性更高的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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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股票期权现金净额”指通过员工和管理层执行股票期权收到的现金净额。股票期权通常
授予员工以鼓励他们更有效地工作，从而可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而 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
能进一步提高股票市场价格。授予管理者股票期权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吸引或
留住优秀的经理人。股票期权授予其持有人在特定的 日期内以固定价格购买确定数量股票的
权利。例如，某公司授予其董事长一份股票期权，该期权赋予其在授予日两年之后、六年之
内的任何时间以每股40美元的价 格购买1000股股票的权利。假设该股票当前的市场价格是
38美元，如果股票价格在期权有效期内的某段时间上升到80美元，董事长就可以以40美元
的价格 买进长期持有或以更高的市场价格出售。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通过执行股票期权都已成
为百万富翁。Synotech有限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和员工，在3年之内通过 执行三年有效期的股
票期权每年大约支付给公司22.2百万美元至36.8

百万美元，而公司也因此再度发行库存股。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些例子来讨论使用现金流量表信息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管理者、
股东和债权人根据现金流量表中的信息制定决策。虽然这些团体在分析公 司业绩时不仅仅会
使用现金流量表，但是在本章我们只讨论现金流量表，后面章节再对如何分析公司业绩做更
全面的介绍。

管理者管理者是第一个看到现金流量表信息的团体，前面我们已经阅读过与现金流量表信息
相关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的部分内容。从中我们知道，管理层认为：公司 内部产生的现
金流量数额（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足以支持公司当前的商业运营计划、收购和资本支
出。因此，除非公司发生重大的收购事项，否则在可预见的未 来公司无需出售更多的股票或
者借入更多的资金。除此之外，公司还用低利率债务（1292.9百万美元）替换了一些高利率
债务(1397.5百万美元)，许 多公司最近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以利用可供使用的低利率借款。

股东股东们可以看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1,101.0美元）足以承担分配的股利
（355.5百万美元）。自2008年至2010年，公司每年每股 股票的股息率都在增长，股东看
到这一现象无疑会非常满意。企业2010年资本支出550.8百万美元，保证企业的生产设备现
代化，投资于未来。回购公司股 票（32.9百万美元）降低了流通股数额，尽管中一些股票会
因为公司员工和管理者执行股票期权重新发行出去。但是，流通股数量的减少会导致未来每
股收益增 加，股票市场价格上升。同时,公司在未来可能还会决定增发每股股利。这些有利
因素可能会使当前的股票持有者继续持有股票甚至增加其持有额，潜在的股东也可 能会被吸
引购买股票。

广泛视觉：Johnson & Johnson
Johnson & Johnson及其子公司1998、 1999及2000年7月30日合并

现金流量表

（单位：百万美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010 2009 2008

净利润 4.8 4,167 3,003

调整项：

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 1,515 1,444 1,285

购入的研发中资产 54 298

递延所得税增加额 (167) (7)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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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储备 33 11 24

收购业务对资产和负债的影响：

应收帐款增加额 (451) (671) (163)

存货减少额（增加额） 125 (333) (100)

应付帐款和应计负债增加额 57 242 646

其他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减少额 143 457 142

其他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增加额 454 450 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63 5,760 4,991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财产、厂房和设备增加额 (1,646) (1,728) (1,545)

处置资产收到的现金 161 35 108

收购公司获取的现金净额 (68) (271) (3,818)

投资支付的现金 (5,383) (3,538) (1,005)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670 2,817 400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2) (257) (2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8) (2,942) (6,065)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分给股利支付的现金 (1,724) (1,479) (1,305)

回购股票支出的现金 (973) (840) (930)

取得短期借款收到的现金 814 3,208 2,424

偿还短期借款支出的现金 (1,485) (4,063) (226)

取得长期借款收到的现金 4 793 535

偿还长期借款支出的现金 (28) (176) (471)

执行股票期权收到的现金 292 180 17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0 (2,377) 205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7) (72) 2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减少额） 1,048 369 (845)

加：期初现金及其现金等价物余额 2,363 1,994 2,839

期末现金及其现金等价物余额 3,411 2,363 1,994

债权人对债权人来说，一个有利因素就是2010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同样
有利于债权人的信息就是“管理层讨论和分析”中披露的公司累积未使用信用额度2142.8百万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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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仅仅是如何根据分析现金流量表的信息来制定决策的几个简单例子，下一节内容我
们将介绍三个利率以对现金流量做进一步的分析。

16.7 分析和利用财务成果——普通股每股现金流量，现金毛利
率，现金比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现金流量表中的信息虽然仅仅为分析企业的财务成果提供了基础，但是，通过利用与现金流
量有关的以下三种比率也可以对企业做进一步的分析：普通股每股现金流量、现金毛利率和
现金比率。下面是Synotech公司和一些其他公司的三种比率数据，其中所有的美元金额都
四舍五入到百万。

普通股每股现金流量比率等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普通股流通股数的平均值。
这个比率体现了公司分配股利和偿还债务的能力。比率越高，则表明能力越强。几家公司的
普通股每股现金流量比率如下所示：

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单位：百

万）

普通股流通股数

平均额（单位：

百万）

每股现金流

（单位：百

万）

Synotech

有限公司
1,101 147 7.49

J.C.
Penney

有限公司
1,598 262 6.10

The Walt

Disney公

司

6,434 2,092 3.08

General
Electric

公司
22,690 9,839 2.29

*普通股流通股数的平均值=（期初数+期末数）/2 。

现金毛利率等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净销售额。这个比率测量的是公司将销售
收入转换成现金的能力，比率越高，则表明公司能力越强。几家公司的现金流量毛利率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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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单位：百万）

净销售额（单

位：百万）

现金流量

毛利率

Synotech有

限公司
1,101 10,499 7.49%

J.C. Penney

有限公司
1,598 31,846 5.02%

The Walt

Disney公司
6,434 25,402 25.33%

General

Electric公司
22,690 128,051 17.72%

现金比率等于现金、有价证券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之和除以流动负债。这个比率
测量的是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比率越高，能力越强。几家公司的现金比率如下所示：

公司
现金，有价证券和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之和（单位：百万）

流动负债

（单位：

百万）

现金

比率

Synotech

有限公司
1,470 2,285 0.64

J.C.
Penney

有限公司
2,542 4,235 0.60

The Walt

Disney公

司

7,276 8,402 0.87

General
Electric

公司
35,913 156,116 0.23

从第一个利率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几家公司都拥有雄厚的财务实力，但Synotech公
司似乎是处于最强的地位；第二种利率比较中，Walt Disney 公司和 General Electric公司
的现金毛利率最高；第三种则是Walt Disney 公司最高。但是，更有效的比较是将每家公司
的各个比率和与行业中的其他公司进行对比。Dun & Bradstreet's的行业标准和关键商业比
率可以作为比较标准。下一章中介绍的应用分析技术进行的全面分析可以提供更多关于公司
优势与弱势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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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 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现金流量表概括了公司在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活动、筹资活动和投资活动对现金的影
响。

• 管理人员可以看到过去主要政策决策的量化效果。
• 投资者和债权人可以依据现金流量表评估企业产生正的未来现金净流量、偿还债务和分

配股利的能力，并且也可以评估企业对外部融资的需求
• 经营活动主要包括决定企业净利润的日常交易活动及其他事项对现金的影响（流入和流

出）。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方法有两种。直接法即从现金销售收入中扣除现金营业
费用。间接法以净利润为起点，然后用影响净利润的非现金事项对其进行调整，以得出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 投资活动主要包括与非流动资产的取得和处置相关的交易活动。
• 筹资活动主要包括与投资者和债权人相关的交易与其他事项对现金的影响（现金流入与

流出）。
• 直接法即从现金销售收入中扣除现金营业费用，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推荐使用直接方

法。间接法始于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净利润,然后用影响净利润的非现金事项对其进
行调整，间接计算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在实务中，大部分公司使用间接
法。

• 编制现金流量表的第一步是利用直接法或间接法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第二步是分析投资和筹资活动所有非流动账户变化对现金的影响。
• 第三步是根据现金流量表的格式要求对第一步和第二步中收集到得信息进行排列。
• 商业专业的学生如果掌握了现金流量表的分析方法，可以使他们的职业终生受益。
• 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提供了部分关于现金流量表分析的内容。
• 现金流量表分析和“管理层讨论和分析”结合可以提供对企业现金流量状况最强的洞悉
• 普通股每股现金流量体现了公司分配股利和偿还债务的能力，等于经营活动产生的流量

净额除以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平均量。
• 现金毛利率体现了公司将销售收入转换成现金的能力，等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除以净销售额。
• 现金比率测量的是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等于现金、有价证券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之和除以流动负债。
• 工作底稿可用于辅助编制现金流量表。
• 编制工作底稿时需要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附注。
• 工作底稿技术使影响现金流量交易的记录过程几乎成为一个系统的过程。

16.7.2 附录：应用工作底稿编制现金流量表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这一章的附录主要介绍了如何应用工作底稿辅助编制现金流量表。在接下来的例子中，我们
会以圖表 16.4中列示的Welby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附注为例对工作底稿的具体应用过
程进行说明。

圖表 16.7列示了 Welby 公司的工作底稿,我们应用这份工作底稿对Welby公司的交易情况进
行了分析，由此编制现金流量表。在讨论编制工作底稿的过程中,我们会对其中的具体科目进
行分析，编制调整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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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资产负债表中所有帐户的期初余额列在第一列，期末余额列在第四列。注意要将借方
科目排在贷方科目的前面。

• 将第一列和第四列中的所有借方科目和所有贷方科目进行加总，以确保每一列中的借方
科目总额等于贷方科目总额。

• 在贷方科目总额的下方紧接着计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然后留出足够的空间列示调整
项，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接下来为“投资活动现
金流量”，为其中的项目留出足够的空间；最后，记录“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并为其中的
项目留出足够的空间。

• 将分析交易活动的调整分录列入第二列和第三列，这些调整分录有两个主要功能：(a)
解释每一个账户的变化；(b) 将这些变化分类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在下
节内容中我们会单独介绍这些调整分录。

• 分别加总第二列和第三列中的借方科目和贷方科目，其总额应该相等。这样，我们就会
有一组由资产负债表计算出的借、贷总额和一组根据工作底稿底部的内容计算出的借、
贷总额，而我们就用工作底稿底部的内容来编制现金流量表。

为了完成圖表 16.7中的工作底稿，我们必须分析资产负债表中每个非现金账户的变化。工作
底稿的关注点是现金，而现金的每一项变化也意味着资产负债表某一非现金账户的变化。分
析完资产负债表中所有非现金账户的变化并编制出调整分录后，工作底稿就显示出了所有影
响现金流量的活动。下面的解释是依据工作底稿中分录内的数字。

分录 0 在比较现金的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时，我们计算出现金账户今年的变化为增加11,000
百万美元。那么，在表格底部附近就会有一分录为借记现金11,000百万美元，贷记本年现金
增长额。分录0虽然没有解释出为什么现金会发生变化，但是却是我们的分析目标，它列示
出了现金的变化，而这也是现金流量表寻求的目标。然后，在后面完成工作底稿的过程中就
无需再进一步关注现金。

分录1 利润表显示公司2010年得净利润为10,000美元。分录1 记录了作为计量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起点的10,000百万美元，贷记留存收益账户，此账户也是净利润账户变化的部分解释。

下一项任务就是分析除现金之外的流动账户的变化。Welby 公司流动账户的变化与经营活动
密切相关，所以这些账户的变化就包含在了工作底稿中将净利润转换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
部分。

分录2 应收账款增加10,000百万美元，将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我们会将这笔
金额从净利润中扣除。原因为如果应收账款增加，就说明销售收入总额超过了销售收入获得
的现金。为了将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我们必须将这笔金额扣除。

工作底稿技术使这些账户变化的影响记录几乎机械化。通过借记应收账款10,000百万美元，
就使应收账款从20,000百万美元增长到了30,000美元。如果借记应收账款，那么贷方账户可
以称为“应收账款增加额”。在将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我们会将10,000百万美
元扣除。

分录3 实质上与分录2相同，只是其中的科目是库存商品减少，而不是应收账款增加。

分录4 记录的是将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过程中，应付账款的减少对净利润的影
响。

分录5 记录的是将净利润调整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过程中，应计负债增加对净利润的影
响。接下来，我们分析资产负债表中非流动账户的变化。

分录6 贷记各个累计折旧账户，将5,000百万美元的折旧费用加回净利润。在利润表中或者
在将资产负债表中的累计折旧账户调平时，我们都可以看到折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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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6.7 现金流量表工作底稿

分录7 在投资活动部分，花费20,000百万美元购买厂房等资产（设备），借记设备账户，贷
记“购买设备”。

分录8 出售普通股股票获得的30,000百万美元作为筹资活动列示，编制的调整分录同时也解
释了股本账户的变化。如果这些股票的出售价格为50美元每股（高于面值），则其超出部分
在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账户列示。但是，我们在现金流量表中将发行股票收到的总金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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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笔金额列示，不将其分开列示。因为，对于债权人和财务报表的其他使用者来说，在评
价公司的偿债能力时，收到的总金额才是重要的。

分录9 分配已宣告股利4,000百万美元，借记留存收益，贷记现金股利支付。这个调整分录
也完成了接下来对留存收益账户变化的解释。注意在现金流量表中，必须分配的股利要作为
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列示。

留存收益

期初余额 30,000

（9）4,000 （1）10,000

期末余额 36,000

根据工作底稿后面部分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应用间接法编制出圖表 16.5中的现金流量表（B
部分）。

16.7.3 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下面是Dells 集团截至2010年7月30日和2009年7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和留存收益表
及附注。

Dells 集团2010年资产负债表（单位：美元）

2010年 2009年
增加额（减少

额）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 30,000 80,000 （50,000）

應收賬款淨額 160,000 100,000 60,000

庫存商品 100,000 70,000 30,000

流動資產總額 310,000 26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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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

設備 400,000 200,000 200,000

累計折舊——設備 （60,000） （50,000） （10,000）

固定資產總額 340,000 150,000 190,000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50,000 40,000 10,000

應付債券——銀行 -0- 50,000 （50,000）

應付職工薪酬 10,000 20,000 （10,000）

應交所得稅 30,000 20,000 10,000

流動資產總額 90,000 130,000 （40,000）

所有者權益：

股本（面值10美

元）
300,000 100,000 200,000

股本溢價 50,000 -0- 50,000

留存收益 210,000 180,000 30,000

所有者權益總額 560,000 280,000 280,000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

總額
650,000 510,000 240,000

Dells 集团2010年利润和留存收益表（单位：美元）

銷售收入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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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商品成本 600,000

職工薪酬費用 200,000

租賃費 40,000

折舊費用 20,000

利息費用 3,000

處置設備損失 7,000 870,000

利潤總額 130,000

減：所得稅費用 60,000

淨利潤 70000

留存收益，2009年7月1日 180,000

250,000

減：股利 40,000

留存收益，2010年7月30日 210,000

一台设备的历史成本为20,000美元，累计计提折旧10,000美元，以3,000美元的价格售出；
购入设备花费220,000美元；

发行股票收入现金250,000美元；

偿还银行借款50,000美元。

根据上面给出的关于Dells 集团的数据：

• 应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
• 编制工作底稿，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净利润调整为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然后，据

此应用直接法编制部分现金流量表，只需要列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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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 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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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s集团2010年7月30日现金流量表

（单位：美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70,000

调整项：

应收账款增加额 （60,000）

库存商品增加额 （30,000）

预付租金增加额 （10,000）

应付账款增加额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额 （10,000）

应交所得税增加额 10,000

处置设备损失 7,000

折旧费用 2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出售设备收到的现金 3,000

购买设备支出的现金 （22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17,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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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收到的现金 250,000

支付股票收到的现金 （50,000）

分配股利 （4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000

现金净增加额（减少额） （50,000）

b.

Dells集团2010年7月30日调整净利润计量基础的工作底稿

(单位：美元）

权责发生制 加 减 收付实现制

销

售

收

入

1,000,000 60,000a 940,000

销

售

商

品

成

本

600,000 30,000b 10,000c 620,000

职

工

薪

酬

费

用

200,000 10,000d 210,000

租

金

费

用

40,000 10,000e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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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旧

费

用

20,000 20,000 -0-

利

息

费

用

3,000 3,000

出

售

设

备

损

失

7,000 7,000 -0-

所

得

税

费

用

60,000 10,000f 50,000

930,000 933,000

净

利

润

70,000 7,000

注释： a 应收账款增加额

b 库存商品增加额

c 应付账款增加额

d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额

e 预付租金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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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应交所得税增加额

Dells集团2010年7月30日部分现金流量表——直接法

（单位：美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从顾客收到的现金 940,000

采购商品支出的现金 （620,000）

支付职工薪酬支出的现金 （210,000）

支付租金支出的现金 （50,000）

支付利息支出的现金 （3,000）

交纳所得税支出的现金 5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7,000

净额

16.7.4 关键词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现金比率现金、有价证券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之和除以流动负债。

现金毛利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净销售额

普通股每股现金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普通股流通数的平均值。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在特定的会计期间，关于利润表中某些科目的现金流入和流出。

直接法从现金销售收入中扣除现金营业费用。

筹资活动与债权人、投资人相关的交易和其他事项对现金的影响。偿还应付账款、应付职工
薪酬和应交所得税等债务支出的现金不属于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而属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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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法这种方法以净利润为起点，用非现金项目对其进行调整，以获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也称为加回法。

投资活动一般包括非流动资产的取得和处置交易，例如固定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
至到期投资等的购买与出售形成的现金流，还包括借给其他公司的借款。

非现金费用或开支非现金费用和损失均会加回到净利润中,因为这些项目实际并没有使用公
司的现金。加回的项目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化的支出,无形资产摊销,如专利权与商誉,应
付债券折价的摊销和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非现金信用或收入在计算净利润时包含的没有产生现金的收入和利得，例如非流动资产处置
利得，以权益法计量的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应付债券溢价的摊销。

经营活动一般包括影响净利润的交易和事项对现金产生的影响。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总结了企业在某个会计期间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对
现金的影响，每类活动都包括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每次编制利润表时，都必须编制现金流
量表。

营运资本等于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16.7.5 自测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正误

指出下面的每个句子表述是否正确。

1. 对变动表的需求的财务地位超过了对现金流量表的需求的财务地位。
2. 现金流量表是主要财务报表之一。
3. 投资活动是指企业与债权人和投资人之间的交易活动。
4.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鼓励财务人员使用直接法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并且直接法也是

会计实务中主要的应用方法。
5. 发行股票和部分股票的后续回购都属于筹资活动。

多项选择题

为下列问题选出最佳的答案

1. 在下列表述中，哪一项是正确的：
A. 应用直接法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要以净利润为起点，然后用非现金收入和费用、流
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变化对净利润进行调整。
B. 应用间接法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需将利润表中的每一项目调整为以收付实现制为基
础。
C. A选项与B选项的表述正好相反。
D. 直接法比间接法应用更简便。

2. 下列那一项活动不属于投资活动：
A. 偿还债务
B. 收回贷款
C. 发放贷款
D.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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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算得到的销售额为500,000美元,应收账款增加30,000美元,则
公司获得的现金销售收入为：
A. 500,000美元
B. 470,000美元
C. 530,000美元
D. 不能确定

4. 假设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算获得的商品销售成本为300,000美元，应付账款增加20,000
美元，存货增加50,000美元，则购买商品支出的现金为：
A. 370,000美元
B. 230,000美元
C. 270,000美元
D. 330,000美元

5. 假设净利润为200,000美元,折旧费用为10,000美元,应收账款增加15,000美元,应付账款增
加5,000美元，则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
A. 200,000美元
B. 180,000美元
C. 210,000美元
D. 190,000美元

自测题答案见本章末。

16.7.6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现金流量表的目标是什么？
• 现金流量表的作用是什么？
• 现金流量表所包含的信息有哪些？
• 经营活动包含哪些活动？
• 投资活动包括哪些活动？
• 筹资活动包括哪些活动？
• 不包含现金流量的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应该在哪里披露？
• 解释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直接法和间接法之间的区别。
• 非现金费用指什么？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如何处理这些项目？
• 描述应用间接法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应怎样处理固定资产的处置利得
• 折旧有时被认为是现金的来源，请问它是现金的来源吗？解释原因。
• 为什么同一会计期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不可能与净利润相等？
• 如果某给定期间的净利润为25,000美元，是否意味着现金也会增相同的金额？为什么？
• 公司在亏损的情况下为什么有时还有可能产生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指出下面所描述的每笔交易的活动类型（经营、投资或筹资），并指出是现金流入还是

现金流出？
◦ 销售商品
◦ 购买建筑物
◦ 发行股票
◦ 收到现金股利
◦ 分配现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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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库存股
◦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对外发放贷款
◦ 支付贷款利息
◦ 支付债券
◦ 收到保险赔偿费
◦ 捐赠慈善事业

• 参考 "A broader perspective: Johnson & Johnson". 回答下列问题
◦ 2003年主要的投资活动是什么？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是正值还是负值？
◦ 经营活动产生的正现金流足够支付现金股利吗？

• 真实案例查阅年度报告附录，请问其在报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时使用的是直接
法还是间接法？

16.7.7 练习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题A 说明在现金流量表中如何披露下列数据。购买土地使用权支出500,000美元，购买
已抵押建筑物2,500,000美元。

练习题B 2010年利润表中披露的商品销售成本为260,000美元。库存商品和应付账款账户的
余额分别如下所示（单位：美元）：

2010年1月1日 2010年12月31日

库存商品 160,000 180,000

应付账款 44,000 36,000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2010年购买商品支出的现金。

练习题C 在下面表格中填入正确表述，以表明相应的账户发生变化时，会对将净利润的计量
基础由权责发生制转换为收付实现制的调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加 减

应收账款

库存商品

预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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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应计负债

练习题D 在某公司的利润表中，部分账户数据如下：净利润200,000美元；1月1日库存商品
76,500美元，12月31日为94,500美元；购买库存商品产生的应付账款1月1日为57,000美
元，12月31日为68,000美元。根据以上数据，应用间接法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练习题E 某企业在某一年度的营业费用和税费（包括80,000美元的折旧）为600,000美元，
净利润为350,000美元，预付保险费由18,000美元降至14,000美元，应付职工薪酬由22,000
美元上升至36,000美元。应用间接法计算该企业当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练习题F 某企业当年宣告股利总额120,000美元，应付股利增加了20,000美元。在现金流量
表中应该列示的分配股利支出的现金金额为多少?

练习题G Quality Merchandise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相关数据如下所示（单位：美
元）：

2011年12月31

日

2010年12月31

日

现金 47,000 26,000

应收账款净额 141,000 134,000

库存商品 83,000 102,000

固定资产（扣除累计折旧后的净

值）
235,000 230,000

应付账款 122,000 127,000

应计负债 40,000 41,000

股本 300,000 300,000

留存收益 53,000 35,000

假设2011年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为15,000美元，且没有固定资产出售或报废，计算2011年
购买固定资产支出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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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H 仍以上题中的数据为基础，假设企业2011年净利润为24,000美元，计提折旧
15,000美元，宣告并分配股利6,000美元，利息支出2,000美元，所得税费用14,000美元，
应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以及一系列必备的补充表。

练习题I 以下是关于某企业汽车账户以及累计折旧——汽车账户的部分数据：

日期 汽车 借方 贷方 余额

1月1日 期初余额 16,000

7月1日 处置汽车，以旧换新 16,000 -0-

新汽车 31,000

累计折旧——汽车

1月1日 期初余额 12,000

7月1日 半年的折旧 2,000 14,000

处置汽车，结转折旧 14,000 -0-

12月31日 半年的折旧 4,000 4,000

汽车以旧换新，与直接用现金购买新汽车付出的现金价值不同。从该企业的利润表中看到，
企业因汽车交换发生损失1,200美元。

解释以上数据的含义，并指出应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时，这些数据在表中的具体位置。

16.7.8 综合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综合题A 以下是Dunbar Carpet Outlet有限公司的利润表及其他一些数据：

Dunbar Carpet Outlet有限公司2010年利润表

（单位：美元）

销售收入 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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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成本 38,000

毛利润 54,000

营业费用（不包括折旧） 140,000

折旧费用 40,000 180,000

净利润 360,000

当年流动资产（不包括现金）和流动负债的变化如下所示：

增加 减少

应收账款 20,000

库存商品 16,000

预付保险费 8,000

应付账款 28,000

应计负债 4,000

折旧是影响净利润的唯一非现金账户。

i． 编制应用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时的工作底稿；

j． 应用直接编制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部分；

k． 证明应用间接法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可以得出与b中相同的数据，不需要编制工作底
稿。

综合题B 以下是Cellular Telephone Sales有限公司2011年资产负债表及其他一些相关数
据：

Cellular Telephone Sales有限公司2011年资产负债表

201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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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现金 76,105 51,000

应收账款净额 26,075 24,250

库存商品 30,000 35,000

原材料 1,750 2,550

预付费用 14,000 12,000

土地使用权 180,000 142,500

设备 270,000 300,000

累积折旧——设备 （75,000） （67,500）

资产总额 510,330 489,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应付账款 45,330 76,300

应付职工薪酬 4,000 2,000

应计负债 2,000 8,250

长期应付债券 150,000 150,000

股本（面值5美元） 185,000 165,000

股本溢价 32,500 -0-

留存收益 91,500 87,45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510,330 4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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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取得价款为37,500美元，企业计划用于建造建筑物，目前，企业租赁了一栋建筑用于
日常经营；

一台设备的历史成本为50,000美元，累积计提折旧30,000美元，以23,500美元的价格售出
（处置利得3,500美元），重新购入一台设备花费20,000美元，货款以用现金支付；

本年折旧费用37,500美元；

发行股票，收回现金52,500美元；

2011年宣告并分配股利总额为32,950美元；

净利润37,000美元；

利息支出3,000美元，所得税费用支出17,000美元。

应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和其他所需的补充表。

综合题C Mechan Company develops, manufactures, markets, installs and supports a
wide range of standardsbased LAN and WAN connectivity hardware and software
products.该企业2008年至2010年的现金流量表如下所示，与其相关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
的部分内容也已给出：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千）

2010年2月

29日

2009年2月

28日

2008年2月

28日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64,418 161,974 119,218

调整项：

折旧和摊销 32,061 26,832 17,335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356 72 1,734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93 174 113

递延税费 （38,766） （4,434） （6,151）

资产和负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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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55,101） （27,698） （17,707）

存货 （50,483） （23,080） （8,758）

预付费用和其他资产 （18,844） （3,123） 1,211

应付账款和应计费用 62,908 11,336 22,003

应交所得税 3,705 10,476 （3,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0,347 152,529 125,0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资本支出 （65,035） （63,091） （39,399）

购买可供出售金融 （79,427） （71,598） （30,097）

资产支出现金

购买持有至到期投资

支出现金
（205,852） （282,712） （258,517）

出售有价证券收到的

现金
208,922 323,682 197,4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1,392） （93,719） （130,6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股东开具的应收票据

的兑现
174 131 66

回购股票 （1,173） （13,0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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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权产生的税收

利益
7,215 5,712 6,980

职工持股计划而定向

发行股票
3323 2287 1637

执行股票期权收到的

现金
16,021 4,887 7,1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560 （53） 15,868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

响
166 712 16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净增加额（减少额）
（15,319） 59,469 10,469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14,032 54,563 44,06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98,713 114,032 54,563

本年度其他现金支出

事项：

所得税 105,233 68,420 67,263

16.7.8.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2010年的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0.3百万美元，2009年为152.5百万美
元，2008年为125.1百万美元。

2010年发生资本投资6500万美元，主要包括建筑成本980万美元（其中购买工程建筑物支
出340万美元）、工程计算机以及相关的软件和设备支出2140万美元、制造和关联设备支出
550万美元、拓展全球销售运营支出1900万美元。2009年发生资本支出6310万美元，主要
包括与拓展制造和配送容量、扩大全球销售运营相关的建筑物成本820万美元、制造设备及
辅助制造设备支出1250万美元、工程计算机及相关设备支出1500万美元，其余1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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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拓展全球销售活动。2008年发生资本支出3840万美元，主要包括建筑物成本390
万美元、工程设备支出1010万美元、提升生产量支出780万美元、为新的销售机构配置设备
支出200万美元。

与上一年度现金、现金等价物和有价证券总额345.9百万美元相比，2010年现金、现金等价
物和有价证券总额增涨到407百万美元。2010年2月29日企业持有的国家债券总额大约为
264.2百万美元，大约还有1.5年到期。

2010年2月29日，企业没有任何长短期借款或者any significant financial commitments
outstanding ,不包括日常经营活动形成的债务。

管理层认为，企业内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以及企业存有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和有价证券足
以支持企业长短期的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需求。

a. 企业在计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时应用了哪种方法；

b. 2010年企业的流动资产（不包括现金）是否发生了变化（增加或减少；

c. 2010年企业的流动负债是否发生了变化（增加或减少）；

d. 三年内，企业的主要投资活动是什么；

e. 三年内，企业筹资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什么；

f. 2010年的会计年度，企业是否发生了利息费用支出；

g. 依据以下数据，计算普通股每股现金流量、现金毛利率和现金比率，并将计算结果与本章
中其他公司的利率相比，给出结论：

下列数据以千为单位：

普通股流通股数的平均值 71,839

净销售额 1,069,715

现金和有价证券 253,540

流通负债 164,352

综合题D 以下是Dayton Tent & Awning Sales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其他部分数据：

Dayton Tent & Awning Sales有限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美元）

2011年6月20日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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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现金 441,800 332,600

应收账款净额 750,750 432,900

库存商品 819,000 850,200

预付保险费 3,900 5,850

土地 312,000 351,000

建筑物 2,184,000 1,209,000

机械工具 858,000 468,000

累计折旧——机器和工具 （809,250） （510,900）

资产总额 4,560,200 3,138,65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应付账款 226,750 275,500

应付应计负债 185,800 111,700

银行贷款（发生于2009年） 56,550 66,300

应付抵押债券 382,200 185,250

股本——面值100美元 1,755,000 585,000

股本溢价 58,500 -0-

留存收益 1,895,400 1,914,9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4,560,200 3,13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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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2011年的净利润为128,000；

本年折旧额为356,850美元；

出售土地使用权利得7,800美元，出售价格为46,800美元；

发行额外的抵押债券作为购买建筑物的部分价款支付，建筑物价值为975,000美元，支付现
金778,050美元；

购买机械工具支付现金448,500美元；

部分机械成本58,500美元，已计提完折旧，报废并终止确认；

再度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105美元，收到的现金总额为1,228,500美元；

宣告并分配股利147,500美元；

偿还银行贷款9,750美元；

利息支出9,000美元，所得税费用支出75,000美元。

a. 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工作底稿；

b. 应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以及其他任何所需要的表格。

16.7.9 选做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选做题A 以下是Kennesaw Auto Glass Specialists 有限公司的利润表及其他部分数据（单
位：美元）：

Kennesaw Auto Glass Specialists有限公司利润表

2010年12月31日

销售收入 450,000

销售商品成本 125,000

毛利润 325,000

营业费用（不包括折旧） 60,000

折旧费用 20,000 80,000

净利润 245,000

流动资产（不包括现金）和流动负债本年度发生的变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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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减少

应收账款 15,000

库存商品 25,000

预付保险费 8,000

应付账款 15,000

应付应计负债 4,000

折旧是影响净利润的科目中唯一的非现金科目。

a. 编制工作底稿，用以运用直接法计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b. 运用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部分。

c. 证明运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部分可以得到与b中相同的金额
（不需要编制工作底稿）。

选做题B 以下是关于Dunwoody Nursery & Garden Center有限公司的信息，该公司租赁了
一栋建筑物，该建筑与其所拥有的一块土地相邻：

Dunwoody Nursery & Garden Center 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美元）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资产

现金 44,500 52,000

应收账款净额 59,000 60,000

库存商品 175,000 120,000

设备 412,500 315,000

累计折旧——设备 （120,000）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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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75,000 15,000

资产总额 646,000 457,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应付账款 43,750 40,750

应付应计负债 2,250 3,750

股本——面值10美元 375,000 300,000

股本溢价 150,000 75,000

留存收益 75,000 37,5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646,000 457,000

总额

本年度净利润为97,500美元；

一台设备历史成本为15,000美元，已计提完折旧，以3,750美元的价格售出（利得3,750美
元）；购买一台新设备，成本为112,500美元，价款已用现金支付；

本年度折旧费用30,000美元；

购买土地支出60,000美元；

再度发行股票7,500股，每股价格为20美元（收到现金总额为15，000美元）；

宣告并分配现金股利60,000美元；

支付利息6,000美元，所得税65,000美元；

运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以及其他任何所需要的补充表格。

选做题C Gillette 集团成立于1901年，是一家生产男性清洁用品的世界领头企业 ，其产品主
要包括剃刀和刀片、电动剃须刀和剃须准备品。除此之外，Gillette 集团在生产选择性女性
清洁用品方面，例如洗面奶和脱毛器，也占据着世界第一的地位。在其他产品的销售方面，
例如书写及修改用品、牙刷和口腔护理器具，该企业也是世界第一。另外，该企业还是碱性
电池的世界领头企业。

Gillette 集团有38家生产制造企业，分布于19个国家，其生产的产品通过分销商、零售商和
代理商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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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集团2001-2003年的现金流量表如下所示，与其相关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的部分内容也
已在表格后面给出：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百万美元）

2003年12

月31日

2002年12

月31日

2001年12

月31日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

淨利潤 832 1,248 1,073

調整項：

資產維護準基金 572 - 440

折舊和摊銷 535 464 421

其他 5 （7） （46）

資產和負債的變化（不包括收購和剝離的影響）：

應收賬款 （100） （48） （442）

存貨 149 （140） （62）

應付賬款和應計負債 （45） 65 72

其他營運資本項目 （136） 97 （104）

其他非流動資產和負債 （197） （252） （142）

年金資金投入 - - （25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1,604 1,427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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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

購買固定資產支出的現金 （793） （889） （952）

處置固定資產收到的現金 41 124 65

企業部門收購 - - （91）

企業部門出售 539 - 200

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

金
（1） 2 5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214） （763） （773）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

購買庫存股 （944） （2,021） （1,066）

看漲期權的出售 23 72 56

執行股票期權和購買計劃

收到的現金
36 149 126

取得長期借款收到的現金 494 1,105 500

償還長期借款支付的現金 （365） - （12）

应偿还贷款增加额（减少

额）
（385） 484 708

分配股利支出的現金 （671） （626） （552）

债务衍生工具的结算 279 4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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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1,553） （795） （23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

的影响

（5） （2） （2）

非持续性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入
130 1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減

少額
（18） （22） （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

額
80 102 10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額
62 80 102

支出現金的補充披露：

利息 243 126 120

所得稅 480 457 473

非現金投資和籌資活動：

企業部門收購

收购资产的公允价值 - - 100

現金支出 - - 91

預計負債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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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9.1 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财务状况

2003年企业的财务实力仍然比较雄厚。尽管2003年由于公司的股票回购计划，本年度现金
支出增加，但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另外文具产品业务部门的出售以及汇兑
对公司外币债务的有利影响，使得公司本年度的负债净额（负债总额扣除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减少了8200万美元。2003年12月31日负债净额为44.5亿美元，2002年12月31日为
45.3亿美元，2001年12月31日负债净额为31.8亿美元。2003年末Gillette集团所有者权益的
市场价值为380亿美元，2002年末为430亿美元。2003年末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是19.2亿
美元，2002年末为30.6亿美元，2001年末为45.4亿美元。2003年和2002年所有者权益账面
价值下降的原因主要是Gillette集团的股票回购计划以及外币汇兑的影响。

2003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亿美元，2002年为14.3亿美元，2001年为9.6亿
美元。2003年该集团的流动比率为0.83 ,2002年1.39 ,2001年为1.40。2003年流动比率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集团的credit facility协议在2001年到期，本集团将所有的商业票据借款重分类
为短期负债。2003年资本支出总额为793百

万美元，2002年为889百万美元，2001年为952百万美元，反映了集团对刀片和剃刀业务、
Duracell和Braun系列产品业务的实质性投资。2003年集团将文具产品业务部门以528百万
美元的价格售出，2001年集团以100百万美元的价格取得Duracell和Braun 系列产品业务，
将 Jafra 业务以200百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2003年回购股票支出的现金扣除出售关于企业股票的看跌期权收到的现金后的总额为921百
万美元，2002年为1,949百万美元，2001年为1,010百万美元。

利用经营活动产生的巨额现金、出售文具产品业务部门收到的现金和可选择的筹资来源，本
集团将2003年20亿美元的周转的信贷透支降低至14亿美元（于2004年10月到期），将11亿
美元的信贷透支（于2004年12月到期）降低至2004年1月的550百万美元。集团利用这两组
方案 来完成商业票据program。

为了提高集团短期融资的弹性，集团2003年推出了10亿美元的欧市商业票据program。
2003末，在该期权之下，集团发生了586百万美元的贷款，在美式program下发生了14.5亿
美元的贷款，2002年末分别为24.1亿美元和16.6亿美元。

2003年，集团发行了228百万美元的欧元票据，于2005年12月到期，发生264百万美元的欧
元债务，于2004年12月兑现。 2002年，集团发行了343百万美元的欧元票据，于2007年2
月到期，发生325百万美元的欧元债务，于2005年12月兑现，437百万美元的欧元债务，于
2007年1月兑现. 集团由此获得的现金净额用于满足现有的与股票回购计划相关联的短期债
务的资金需求。

2003年，标准与普尔公司和穆迪公司都修改了对该集团的信用评级等级。标准与普尔公司
对该集团长期负债的信用评级是AA，商业票据信用评级为A1+，然而穆迪公司给出的分别是
Aa3和P1。

利用内部资金和外部信用资金来源，Gillette 集团可以满足未来增长的资本需求。该集团还
有大量未使用的信用额度，也可以到全球资本市场上融资，为企业提供资金。

资料来源：Gillette 集团2000年年度报告，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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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该集团在计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时，应用的是直接法还是间接法？

b. 描述2003年该集团的流动资产（不包括现金）和流动负债发生的变化（增加或减少）；

c. 该企业是如何扩大资产规模的？

d. 该集团普通股流通股的市场价值超出该集团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的金额是多少？

e. 该集团未来至少支付当前股利水平的可能性是什么？

f. 你预期该集团未来购买库存股的数量是增加还是减少？

g. 根据以下数据计算普通股每股现金流量、现金毛利率和现金比率（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调整为以百万为单位）。将计算结果与本章中列举的其他公司进行比较并给出结
论。

（以百万为单位）：

普通股流通股数的平均值 1,059

净销售收入 9,295

现金和有价证券 62

流动负债 5,471

选做题D 以下信息来源于Wescott Office Supplies 有限公司2010、2011会计年度的会计记
录（单位：美元）：

2011 2010

资产

现金 66,250 61,000

应收账款净额 84,000 42,000

库存商品 42,000 48,250

预付费用 7,875 12,125

土地 94,500 7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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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 199,500 147,000

累计折旧——建筑物 （31,500） （26,250）

设备 257,250 210,000

累计折旧——设备 （78,750） （63,000）

资产总额 641,125 509,87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应付账款 73,500 47,250

应付应计负债 50,500 55,750

五年期应付债券 52,500 - -

股本——面值50美元 420,000 367,500

留存收益 - 39,37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641,125 509,874

截至2011年6月30日的会计年度，净利润为56,250美元；

购买土地，价款15,750美元，已用现金支付；

本年度未发生设备和建筑物的废弃；

购买设备，支出现金47,250美元；

发行五年期债券，收到现金52,500美元，用以支付公司租赁的建筑物租金；

平价发行股票，收到现金52,500美元；

宣告并分配股利51,000美元；

利息支出10,000美元，所得税支出40,000美元。

a. 编制现金流量表工作底稿；

b. 应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及其它必须的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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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0 超越数字——批判性思考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A National Sports 有限公司是一家运动器材销售公司。2011年，公司用一台价值
23,000美元的新设备替换了历史成本18,000美元，已计提完折旧的旧设备。尽管已支付了
5,000美元的半年度股利，但公司发现仍需从银行贷款5,000美元用以支付两年期债券。另外
有可能需要进一步借入资金，因为年末时公司的现金账户金额已处于危险的低水平。

以下是该公司2011年度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公司内部会计人员称其为现金流量表）（单
位：美元）：

National Sports 有限公司利润表

2011年12月31日

销售收入 195,000

销售商品成本 140,000

营业费用和税金 49,700 189,700

净利润 5,300

National Sports 有限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1年12月31日

现金流入：

经营活动：

净利润 5,300

折旧 5,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00

Note issued to back 5,000

发行抵押债券收到的现金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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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入总额 31,300

现金流出：

购买新设备支出的现金 23,000

分配股利支出的现金 5,000 28,000

现金增加额 3,300

公司经理对于在这些表中看到的内容以及它是如何与他所知的实际发生的事项相关联的非常
担忧。假设经理求助于你，特别是他想要知道为什么现金净增加3,300美元，但是本年度现
金账户余额却从15,000美元降低到500美元，以及为什么折旧作为现金流入项列示。

你相信自己在整理得到以下简要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后可以回答经理的问题：

National Sports 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资产

流动资产：

现金 500 15,000

应收账款净额 17,800 13,200

库存商品 28,500 17,500

预付费用 700 300

流动资产总额 47,500 46,000

固定资产：

设备 40,000 35,000

累计折旧——设备 （11,000）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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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总额 29,000 11,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8,700 10,000

应付应计负债 600 1,100

流动负债总额 9,300 11,100

长期负债：

应付债券 5,000 -0-

应付抵押债券 16,000 -0-

负债总额 30,300 11,10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0,000 40,000

留存收益 6,200 5,900

所有者权益总额 46,200 45,9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76,500 57,000

运用间接法编制正确的现金流量表，以用来说明为什么National Sports 有限公司在持有充
足现金的情况下却发生如此困难的状况，并回答经理提出的问题。该公司利息支出400美
元，所得税支出3,000美元。

商业决策B 以下是Hardiplank Siding 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单位：美元）：

Hardiplank Siding 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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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现金 80,000 57,500

应收账款净额 60,000 45,000

库存商品 90,000 52,500

土地 67,500 60,000

建筑物 90,000 90,000

累计折旧——建筑物 （30,000） （27,000）

商誉 120,000 150,000

资产总额 710,000 605,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应付账款 95,000 65,000

应付应计负债 30,000 22,500

股本 315,000 300,000

资本公积——股票股利 75,000 67,500

资本公积——土地捐赠 15,000 -0-

留存收益 180,000 150,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710,000 605,000

以下是关于本年度留存收益账户的分析：

2011年1月1日余额 150,000

加：本年度净利润 10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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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500

减：现金股利 55,000

股票股利 22,500 77,500

2011年12月31日余额 180,000

a. 一台设备成本为30,000美元，累计计提折旧27,000美元，本年度售出，出售损失1,500美
元；土地出售利得9,000美元；

b. 公司经理为2012年制定了两个目标:(1) 现金增长40,000美元 （2）现金股利增长35,000美
元。预期2012年经营活动与2011年类似，并且不会取得新的不动产；

运用间接法计算2011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编制表格列示，判断公司能否达到经理
2012年的预期目标并解释原因。

年度报告分析C 参考年度报告附录，计算该有限公司在未来维持2006年得股利分配水平的能
力。（提示：用当前的股利金额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相比）

年度报告分析D 参考“A broader perspective: Johnson & Johnson”，回答下列问题：

a. 在过去的三年中，企业产生净现金流量的主要是哪一类活动（经营、投资和筹资），造成
现金流出的主要是哪一类活动？

b. 据你观察，“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折旧与摊销”账户与“固定资产增加”账户之间是什么关
系？

c. 分配给股东的现金的两个主要资金来源是什么，哪一个提供的现金更多？

d. 在过去的三年期间，有价证券投资增长了多少或减少了多少？

e. 在过去的三年期间，长期负债增长了多少或减少了多少？

f. 如果你是一名股东，对于公司在未来能否支付与过去的利率水平相同的股利的能力，你是
相信还是持有怀疑态度？

g . 公司有可能回购股票的原因有哪些？

h. 在最近的一个年度，公司的流动资产（不包括现金）和流动负债发生了什么变化（增加或
减少）？

i. 根据可以利用的信息，判断公司的业绩状况。

小组作业E 两名或三名学生一组，从下列主题中选择一个，然后写一份两页的文章：

在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直接法和间接法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方法更好？

Johnson & Johnson 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列示在本章的“A broader perspective”）分析；

The Limited 的现金流量表（参考年度报告附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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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分析应该具有说服力，并且没有拼写和语法错误，文章和草稿书写整洁。在文章封面
上，写明文章题目和作者姓名，第二页尽可能列出大纲。

小组作业F 一名或两名学生一组，到图书馆查阅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财务会计报
表准则第95号——现金流量表》和“现金流量表”。向导师提交一份回答下列问题的报告：

为什么委员会选定的是现金流量，而不是营运资本流？

为什么委员会强烈推荐使用直接法？

为什么委员会中的部分成员对财务报表持有异议？

小组作业G 一名或两名学生一组，到图书馆查阅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财务会计报
表准则第95号——现金流量表》和“现金流量表”。向导师提交一份包含下列内容的报告：

描述关于如何处理收到的利息和股利的争论；

委员会对于报告每股现金流量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持有这样的态度？

委员会对于非现金交易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持有这样的态度？

16.7.11 利用网络—— 一个观察真实世界的视角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浏览Eastman Kodak 公司的网站：http://www.kodak.com

参照网页上的指示，下载并打印最近年度的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并向导师提交一份分析
总结报告。

浏览Verizon 的网站：http://www.verizon.com

参照网页上的指示，下载并打印最近年度的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并向导师提交一份分析
总结报告。

16.7.12 自测题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正误

1. 正确。在1988年7月之前，变动表在财务中占据一定的地位，这张表强调了营运资本的
变化，而不是现金的变化。

2. 正确。在披露利润表的同时，必须披露现金流量表。
3. 错误。投资活动是关于非流动资产的取得或处置交易的活动，而与投资者和债权人相关

的活动属于筹资活动。
4. 错误。尽管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推荐使用直接法，但是这种方法在会计实务中却不是主

要的应用方法。最近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所调查的公司中，只有3%的公司使用直
接法。

5. 正确。这些活动都与所有者相关，因此，都属于筹资活动。

不定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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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如果将a与b中的描述调换，则a与b都正确。间接法应用更简便，这是大部分公司为
什么使用间接法的主要原因。

2. a. 偿还债务应该属于筹资活动，因为它与债权人相关。其他都属于投资活动，因为它
们是与非流动资产的取得或处置相关的交易活动。

3. b. 销售收入500,000美元—应收账款增加额30,000美元=470,000美元。
4. d. 销售商品成本300,000美元—应付账款增加额20,000美元+存货增加额50,000美元

=330,000美元。
5. a. 净利润200,000 美元+折旧10,000 美元—应收账款增加额15,000 美元+应付账款增加

额5,000 美元=2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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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7 财务报表分析与解释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学习了这章后，你应该能够：

• 阐述和解释财务报表分析的目标。
• 知道财务报表分析所需信息的来源。
• 利用水平分析法、垂直分析法及趋势分析法计算和解释财务报表的变化。
• 利用流动比率、长期偿债比率、盈利测试和市场测试对财务报表进行比率分析。
• 明白在财务报表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会计师作为投资分析师

通常会计专业的学生会被聘请为证券分析师、证券经纪人、战略家、顾问或者其他投资专
家。他们在这些领域中的职责包括了解公司的业务流程，评估公司的价值和预测公司未来的
业绩。这些领域通常都非常吸引人，因为这些领域的成功人士能够获得巨大的金钱回报。例
如，苹果公司的股票在2002年1月的收盘价为每股21美元，在2010年3月的收盘价为每股
218.95美元。因此，如果你在2002投资于苹果股票，那么到2010年你所拥有的股票价值是
2002年的10倍，这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不能够准确理解财务会计信息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将会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在
“网络公司”潮中，由于投资者意识到公司不能实现他们预期的盈利，股价被高估了，网络杂
货零售企业网络货车（Webvan）的股票仅仅在几个月内就由40美元下降到了60美分。（可
是后来，网络货车（Webvan）公司证实是被诬陷的，股票在易趣网上卖出的价格一下子又
超过了100美元，这是绝对的讽刺）。在投资领域里，究竟什么样的会计信息能够用来区分
成功者和失败者呢？

这就是投资分析的目的——理解当前公司的价值，然后利用现有的信息来预测公司未来的业
绩。投资分析师非常依赖财务报表，因为它是预测股票价格变动的重要信息来源。由于财务
报表由会计师编制，会计师被雇佣来解释财务信息并且进行财务预测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
商业组织和商业交易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会计专业人员不再单单只负责编制财务报
表，而且还负责解释分析这些报表。

每个公司最主要的两个基本指标是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是一个公司到期支付债务
的能力，它体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盈利能力是一个公司创造收益的能力，它体现在公
司的利润表上。通常，所有对公司业务感兴趣的人都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尤为关
注。

这一章讨论几种常用的方法，在分析和使用财务报表数据时，对公司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要
有一个全面清晰的理解。同外部投资者、债权人和监管机构一样，公司内部的管理者也分析
公司的财务报表，虽然这些用户有不同的使用目标，但他们分析财务报表的总体目标是一样
的——作为一种辅助决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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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财务报表分析的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管理部门的财务报表分析主要涉及到公司的部分业务，使用这种方法管理层可以计划、评估
和控制公司内部活动。管理层可以要求提供特殊报告来得到他们想要了解的业务的任何信
息。他们使用这些信息做出较难抉择的决定，比如解雇员工，扩大经营。我们的首要目标不
是为管理层编制特别报告，而是为公司以外的人员

提供所需要的信息。

投资者、债权人和监管机构通常将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财务报表分析，因为他们无法得到
专业报告，必须依靠公司对外发布的财务报告。这些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和会计报表附注。

财务报表分析包括运用分析工具和技术以及财务报表和其他相关的数据来获取有用的信息。
这些信息揭示了那些评估公司过去的业绩并反映当前财务状况的财务数据与发展趋势之间的
重要关系，也反映了前任管理层决策的好与坏。

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对公司未来获取利润的能力即盈利能力非常关注，这些投资者想要预测
未来的股息和公司股票在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因为股息和价格变化都会受到收益的影响，投
资者可以预测该收益，公司过去的收入记录是预测将来收入的逻辑起点。

相对于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外部人员如债权人更感兴趣的是它的偿债能力。公司的流动性
对短期偿债能力有影响。公司的资产流动性是它拥有的流动性资产的状态,比如现金以及其他
很容易转化为现金的资产。因为公司很快要支付短期债务，所以必须拥有足以偿付这些债务
的流动资产。例如，一个银行向公司的贷款被请求延长90天，就需要了解该公司的预计短期
流动性。当然,公司对于这90天债务的偿还能力可能是，至少部分基于其过去偿还债务的能
力。

长期债权人对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感兴趣，这通常是由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的关系决定的。一
般来说,如果一个公司的资产大于负债，即拥有正的股东权益，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样的公司是
有偿付能力的。资产超过负债越多，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就越强。因此，在公司的负债超过
资产以前，资产可能大幅缩水，从而摧毁公司的偿债能力。

投资者对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几个类型的分析。所有的这些分析都依赖于那些能够提高会计
信息使用价值的数据的关系和比较。例如，我知道一家公司去年的净利润是100,000美元，
就该信息本身而言，不一定是有用的。但是添加一些其他信息如我们知道前一年净利润是
25,000美元，甚至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我们又知道了公司的销售数量及公司的资产，该信
息就有价值了。这些信息的关系或者数据可以表述如下:

• 一个科目在一个期间到其下一个期间绝对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
• 一个科目在一个期间到其下一个期间比例的增加或者减少
• 趋势百分数。
• 比率。

前几章已经讨论和说明了许多种这样的分析技术。但是，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应用这些技术来
分析Synotech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表现，这个公司是我们在十六章介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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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1和2利用比较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是同一个公司在一个或者两个连续的会计期间的
财务报表的并行表示。计算报表科目数量、百分比的变化或者计算其总数称为水平分析。这
种分析可以发现公司的业绩变化并突显其发展趋势。

分析使用者也用垂直分析法来分析单一的财务报表，如利润表。垂直分析(项目3)包括研究单
一的财务报表，报表中的每一项都可以表示为一个个重要的百分比总数。垂直分析在分析存
货或者已销产品的成本百分比等利润表数据时是非常有用的。

财务报表如果只显示的是财务比率，没有绝对的美元金额就是统一度量的财务报表。所有百
分比数字在资产负债表中都是相对于总资产的比例，而利润表中则是相对于销售额的比例。
使用统一度量的财务报表有利于公司的垂直分析。

除了水平分析是基于一年或者一个期间进行比较和挑选的之外，趋势百分比法(项目4)跟水平
分析法很相似。趋势百分比法对于比较多年的财务报表数据是有用的，因为它们能够据此发
现多年来财务报表数据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比率(项目5)表达的是同一会计期间财务报表科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使用者可以从同一张
财务报表中计算出许多比率。比率可以反应同一张报表或者不同报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科目之间的关系。在选择比率时唯一的限制因素是用于计算比率的科目与其他的科目要
有逻辑关系。

17.2 信息的来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如对外发布的财务报告、政府报告、金融服务机构
提供的信息、商业刊物、报纸和期刊。

上市公司必须发布年度财务报告。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还有年度财务报告附件。年度报告的主
要部分包括(不一定是按这个顺序:

• 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包括有两年比较数据的资产负债表；有三年比较数据的利
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每张报表为例，可以参考年度报告的小册子。

• 合并财务报表附注：附注提供了深入理解合并财务报表数据的信息。通常包含重要的会
计政策选择理由、长期债务、租赁、股票期权计划等。这些解释能够使股东透过数据看
到引起财务报表数据变化的实际原因。

• 给股东的信：大部分的年度财务报告都附着一封给股东的信。这封信通常包含有关公司
历史、使命、当年的经营成果以及公司未来的目标信息。

•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公司的财务报表必须经过审计。
在财务报表最后的审计报告中表明财务报表已经经过审计并且没有实质性错误。该报告
很可能还包括一段披露公司最近重大会计政策变更的信息。

• 管理层的讨论与分析：管理层的讨论与分析提供了管理层对于公司绩效的看法。分析的
是财务报表、行业状况及各项比率。

上市公司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详细的年度报告（形式10-K）、季度报告（形式
10-Q）和特殊事件报告（形式8-K）。这些报告对于公众来说只需花费很少的钱并且有时可
能包含比财务报告更详细的信息。

当用户把它和行业规范进行比较时财务报表信息通常更有意义。为特殊公司和行业提供信息
的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邓白氏公司发布的核心业务比率以及罗伯特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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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伙伴发布的年度报告研究都为特殊的行业提供了行业标准信息。标准普尔的行业调查提供
了不同行业背景的描述和经济前景透视。

商业出版物如《华尔街日报》、《巴伦》、《福布斯》和《财富》同样也提供了行业的财经
新闻。因为财务报表使用者必须认清当前商业发展状况，财经报纸和财务期刊上的信息对于
他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17.3 水平分析法和垂直分析法的说明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Synotech公司的比较财务报表，将作为一个理解用水平分析法和垂直分析法分析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和留存收益的基础水平的例子。复习一下，水平分析法计算比较报表项目或者总
数的变化，而垂直分析法比较同一报表的项目。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Synotech股份有限公司的潜在投资者，你获得了2010年度公司的财务
报告，希望运用水平或者垂直分析法来分析一下该财务报表。

首先，我们从资产负债表开始。如在圖表 17.1第1，2列展示的是2010和2009年的资产负债
表数据，花几分钟来研究该资产负债表。然后再看3，4列，说明水平分析体现在比较财务报
表中。

第3列显示了发生在2009年12月31日到2010年12月31日之间的各个项目的变化。如果这两
个日期之间的变化是在2009年数据的基础上增加，那么这样的变化是积极的。如果变化是
减少了，这种改变是消极的并且把该变化用括号括起来。第四列表示的各个项目变化的百分
比。你可以通过用改变的金额除以以2009年为基期的金额来计算该比例。圖表 17.1检验水
平分析如下:

• 流动资产总额增加了1,430万美元，主要是现金，有价证券和其他流动资产的大幅增
加，而应收账款净额减少了63,00万美元，流动负债增加了1.814亿美元，主要是因为长
期债务和其他应付款项的增加。

• 总负债降低了1.141亿美元，而总资产增加了3.11亿美元。

其次，研究第4列，表示第3列金额变化的百分比。通常情况下，在披露当前资产和负债变化
时，这些比例比单纯绝对量的增减更能说明问题。虽然负债绝对数的增加远远大于资产的增
加，但增长比例却显示当前资产增加了0.5%而负债增加了8.6%。因此，流动负债增长速度
超过流动资产。流动资产仍然超过流动负债。这一事实表明，公司能够来偿还到期债务。

研究第四列，通过这些百分比，可能会发现许多其他的信息。例如，长期负债减少6.9%表明
在未来将有一个较低的利息支出，因此对于未来的利润，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留存收益有
14.2%的增长可能是增加股利的一个信号；此外，现金有19%的增长也可以支持这个结论。

现在看看第5，6列垂直分析的情况。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垂直分析揭示了各个账户对于总
资产或者总权益的重要程度。这种比较有利于评价各个账户变化的重要程度。第5，6列显示
的是第1，2列中各个项目占总资产或者总权益的百分比。例如，尽管其他资产在2010年下
降了630万美元，在该账户下降的1.4%意味着仅占总资产的4.9%，因此可能并没有什么现实
意义。垂直分析也表明总债务融资由2009年占总额（负债和股东权益）的78.0%下降到
2010年的74.3%。与此同时，股权融资占总资产的比例从22.0%上升到25.7%。

73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圖表 17.1 比较资产负债表

圖表 17.2提供了分析Synotech公司比较利润表和留存收益所需的信息。这样的一个表仅仅
是将利润表和留存收益联系起来。圖表 17.2中的第7，8列分别表示2010年和2009年的数
据。花几分钟研究这些表，然后检查第9，10列在公司比较利润表和留存收益中水平分析的
情况。第9，10列显示了每个项目从2009年到2010年绝对数和百分比的增长或者减少数。
绝对数的变化是由2010年的数据减去2009年的数据。如果在这个期间的变化是增长，那么
该变化是积极的。如果变化是一个减少,则该变化是消极的，并且用括号来表示该变化。通过
用这个期间的改变量除以以2009年为基期量的变化得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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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7.2 比较利润表和留存收益

在完成了对Synotech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留存收益的水平分析和垂直分析
后，你可以开始研究趋势百分比和比率分析。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将讨论一些财务报表分析时
应该考虑的因素。专业财务报表分析师使用几种工具和技术来分析公司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
力。

水平分析表明，总销售额增加了4.69亿美元，同比增长4.7%。由于产品销售成本增加了一个
较小的数（1.176亿美元），总利润增加了351.4美元，即增长7.3%。5.526亿美元费用是由
于2009年业务重组引起的。虽然这不是一个经常发生的费用，但并没有把它作为特殊的费
用处理而是作为持续经营收入的一部分。

现在看看第11，12列垂直分析的情况。第11，12列表示第7，8列中的金额数据占销售收入
的百分比。虽然在2010年销售成本有所增长，但它对于销售收入仍然维持着一个相当稳定
的百分比。因此毛利率仅增长了一点点。费用相对于销售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因此导致应
纳税收入的增加。

17.4 趋势百分数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趋势百分数，也称为指数，帮助你比较一年或者一个会计期间的财务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
方法计算趋势百分比：

• 选择一年或者一个会计期间作为基期。
• 赋予基期财务报表各个项目100%的权重。
• 用占基期数据的百分比来表达其他年份的财务报表中的相应科目。用本期相应科目的数

据除以基期的数据得到百分比再乘以100，便得到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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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Synotech公司的以下信息来说明趋势百分比是如何运用的：

（百万美元）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净销售额 $9,105.5 $10,029.8 $10,498.8

商品销售成本 4,696.0 5,223.7 5,341.3

毛利 $4,409.5 $4,806.1 $5,157.5

营业费用 3,353.6 4,369.9 4,012.0

所得税前收入 $1,055.9 436.2 1,145.5

如果将2008年的数据作为基期，那么计算各年的趋势百分比时，用各年销售金额除以
9,105.5百万美元；各年销售成本除以4,696百万美元；各年毛利除以4,409百万美元；各年
经营费用除以3,353百万美元；税前收入除以1,055百万美元。各项都计算完后，再将各计算
结果乘以100%。计算的趋势百分比如下：

2008 2009 2010

净销售额 100.0% 119.2% 115.3%

商品销售成本 100.0 111.2 113.7

毛利 100.0 109.0 117.0

经营费用 100.0 130.3 119.6

所得税税前 100.0 41.3 108.5

这些趋势百分比表明了发生在公司的变化并且突出了这些变化的方向。比如，销售收入百分
比相对于基期来说，每年都是增长的。商品的销售成本在2008年和2010年的虽然增长但是
增长比率却小于销售收入的增长，这也就导致了毛利的增长在这两年高于销售净额。由于
2009年发生的业务重组而带来的营业费用的增加,导致了税前收入的大幅下降。分析师根据
这些趋势百分比决定哪些项目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调查。回顾一下，趋势百分比法，财务报表
使用者应该密切注意与这些趋势相关的项目，如销售货物相关的成本。如果通过趋势分析发
现毛利率持续下降，可能是未来净收入下降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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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百分数法不都是十全十美的，也有其缺点。由于该方法是要计算百分比，因此基期的数
据不能是零或负数时才有意义。分析师不能用一个百分比来表示应收票据从基期数据的零增
加到本期的30,000美元。他们也不能表示净收入从去年的损失10000美元到今年的盈利
20000美元。

正确的分析是在很多年度内不断地计算数值或者百分比的增长或者减少。这种增减变化通常
会表明哪些领域需要进一步调查并且很有可能是引起重大发现的线索。准确的预言取决于许
多因素，包括经济和政治条件；新产品的管理计划，工厂的扩建和宣传经费；竞争者的预期
活动。如果能够考虑到这些因素并且运用横向分析法、垂直分析、趋势分析法将会为预测公
司未来业绩提供一个合理可靠的基础。

17.5 比率分析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公司财务报表上的一些账户或者项目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这些帐户上可能出现在两个或
者同一个报表中。我们将这些相关的账户金额用比的形式表达称为比率。这些比率包括：(1)
流动性比率；(2)股权或长期偿债能力比率；(3)盈利能力测试；(4)市场测试。

流动性比率表明一个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因此，这些比率向那些感兴趣的团体展示了公司
应对到期债务的能力。

营运比率：营运资产是流动性资产超过流动负债的部分。营运比率与流动性资产和流动性负
债相关。营运比率表达一个公司用当前流动资产偿付流动负债的能力，从而显示了公司营运
资本的实力。

你可以用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得到营运比率：

营运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该比率通常表述为一定的流动资产相对于一美元的流动负债（尽管美元符号通常被省略）。
因此，Synotech公司2010年的报表中，当流动资产总计 2,846.3百万美元，流动负债达
2,285百万美元时，营运比例是1.25:1，这也就意味着一美元的流动负债就有1.25美元的流
动资产做为保障。

流动性比率相对于营运资本的绝对数量来说更能体现公司偿还债务的一个指数。为了更好的
解释，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使用下列合计数作为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来比较Synotech公司
和B公司。

Synotech公司 B公司

流动资产（a） 2,846.7 120.0

流动负债（b） 2,85.2 53.2

营运资金（a – b） 561.5 66.8

流动比率（a / b） 1.25:1 2.26:1

Synotech公司拥有B公司八倍的营运资本，然而B公司的偿债能力却比Synotech公司要强，
因为对于每一美元的流动负债就有2.26美元的流动资产作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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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债权人对流动比率尤为感兴趣，因为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变现是公司获得现金偿还短期债
务的主要来源。长期债权人对流动比率同样感兴趣，因为一个公司如果不 能够偿还短期债务
就会面临破产。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债券合约或合同包含一个要求借款人保证至少保持一定
的最低流动比率的规定。一个公司可以通过增加长期债 务，发行股票或者出售一定的非流动
性资产来提高流动比率。

一个公司也必须提防过高的流动比率，尤其是由于闲置现金，晚付款的供应商或者周转慢的
存货引起的高流动比率。当过多可以用于盈利性更高的项目的现金套牢在流动资产中时，就
会使得净利润下降。

参阅圖表 17.1。第4列表明，Synotech公司的流动负债比流动资产增长的快。我们可以直接
通过流动比率的变化得到这样的结论。Synotech公司在2010和2009的流动比率如下:

12月31日

（百万美元） 2010年 2009年 增加额

流动资产（a） $2,846.7 2832.4 14.3

流动负债（b） 2,285.6 2,103.8 181.4

营运资金（a - b） 561.5 728.6 （167.1）

流动比率（a/ b） 1.25：1 1.35：1

Synotech公司的的营运资本减少了1.671亿美元，或22.9%（167.1美元/728.6美元），它的
流动比率由1.35:1下降到1.25:1。这些数据共同说明了流动负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流动资
产。

速动比率：流动比率不是唯一度量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另一个可以度量的指标叫做速
动比率，它是速动资产（现金，有价证券，应收账款净额）除以流动负债得到的。分析使用
者通过从流动资产中排除存货和预付账款得到速动资产，因为存货和预付账款不能随时变
现。速动比率的计算公式是：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短期债权人对这个比率很感兴趣，因为它关系到库存现金和现金流入流出。

2010年和2009年该比率如下：

（百万美元） 2010年 2009年 增加或减少额

速动资产（a） 1,646.6 1,648.3 （1.7）

流动负债（b） 2,285.6 2,103.8 181.8

速动资产净额（a - b） （639.0） （455.5） （183.5）

动比率（a / b）. 0.72：1. 0.78：1

投资者通常会考虑有价证券和应收账款的质量来判断速动比率是否令人满意。如果存在质量
差的有价证券或者应收账款，就会使得速动比率表面上看起来很好。我们 所说的质量差的有
价证券是指在变现时会带来损失。质量差的应收账款是指那些不能到期收回或者在超过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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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很长时间后才能收回。应收账款的质量主要决定于它 的账龄，因此可以按账龄来编制该账
户或者计算其周转率。（19章内容）

现金流量比率：另一种度量流动性的指标是现金流量比率。分子可以看做是所有现金资源，
包括（1）现金、有价证券及很容易变现的流动资产（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或者说
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这些都反映了公司出售存货以及收回应收账款的能力。计算现金流
量比率的公式如下：

现金流量比率=（现金及有价证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流动负债

2010年Synotech公司有2.98亿美元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0.713亿美元有价证券，22.852亿
美元的流动负债，11.01亿美元来自经营活动的现金（取自财务报告中的现金流量表）。其
现金流流动比率是:

(298+71.3+1101.0)/2285.2=0.64

这表明该公司将不得不依靠一些其他来源的资金来偿还它的流动负债。公司的现金流动资产
只能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二的流动负债。2011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可能会增长很
多。

应收账款周转率：周转率是一定数量的资产与可以度量它的资产之间的关系。应收账款周转
率是每年的周转次数。通过用赊销销售额除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也就是说应收账款扣除其
备抵账户后的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赊销销售额/平均应收账款净额

当一个比率使用利润表的项目如赊销销售净额与资产负债表项目如应收账款净额相比较时，
资产负债表项目应该取一个平均值。理想情况下，分析使用者通过对一定 期间月末或者周末
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平均，得到应收账款平均余额。观察使用的数据越多，得到的结果就越精
确。通常，分析使用者仅仅将年初和年末的数据平均， 因为这些数据从比较财务报表中很好
获得。

有时，一个计算公式需要使用年初与年末的平均值，但是只能得到年末值，那么分析使用者
就只能用年末值来计算了 1。

理论上，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时的分子使用的是净赊销销售收入，因为只有净赊销额才是产
生应收账款的原因。但是，如果现金销售比例很小或者现金销售占总销售 额的比例一直都比
较稳定，那么分析使用者使用总销售额也可以得到可靠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在利润
表中并没有将现金销售和赊销分开，所以分析使用者不 得不使用总销售额。

以下是Synotech 公司在2010 年和2009 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净额在2009 年1 月
1 日总计1.2595亿美元。

（百万美元） 2010年 2009年 增额

净销售额（a） 10,498.8 10,029.8 469.0

应收账款净额：

1月1日 1,340.3 1,259.5 80.8

12月31日 1,277.3 1,340.3 （63.0）

合计（b） 2,617.6 2,599.8 17.8

1. 这些使用平均比例的一般注解适用于在本章中讨论涉及的其他平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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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应收账款净额（c）（b/2=c） 1,308.8 1,299.9

应收账款周转率 8.02 7.72

应收账款周转率表明一个公司收回应收账款的快慢。2010年Synotech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
高于8。这个比率很好理解，并且我们如下面将要介绍的将它转化为一定天数就可以很容易
与公司的信用条款进行比较了。

应收账款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也叫应收账款周转期。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应收账款周转期=一年的天数（365）/应收账款周转率

Synotech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期这个比例说明其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由2009年的47天（365/
7.72）下降到2010年的46天（365/8.02）。这也就意味着公司收回应收账款的天数由47天
下降到了46天。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应收账款周转期这个指标显示公司应收账款的流动性，体现它的质量。通常情

况下，周转期越短，说明应收账款的质量越高。但是，应收账款周转期随着行

业的不同 而不同；例如，应收账款周转期在公共事业行业短而在零售行业就相

对较长。比较应收账款周转期与对客户实行的信用政策中的信用期，对全面了

解应收账款质量提 供了有效途径。例如，应收账款的信用条件是2/10，n/30但

是平均收现期却是75天，这就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以确定为什么客户的付款日

期远远超出应收 账款的收款期。

存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表示一个公司在一定时期内，已销存货的周转次数。可以通过以下
公式计算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销售产品成本/平均库存

当我们比较利润表项目与资产负债表项目时，一定要具有可比性即计量口径要一致。值得注
意的是，我们计算时的分子和分母用的都是存货的成本而不是销售金额。 （早些时候，当计
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时，我们计算时的分子和分母用的是销售金额。)存货周转率是将销售数
量与平均库存量联系起来后产生的这个比率。

Synotech公司在2009 年1 月1 日的库存是8.567 亿美元。以下进度表显示的存货周转率由
2009 年的5.85，下降到2010年的5.76。将这个比率转换为存货周转期即公司将存货全部卖
出的时间，即用365除以该比率就行。Synotech 公司在2010 年和2009 年的存货平均出售
时间分别大约为63，62 天(365/5.76 和365/5.85)。

（百万美元） 2010年 2009年 增加或（减少）

已售商品成本（a） 5,341.3 5,223.7 117.6

商品库存：

1月1日 929.8 856.7 73.1

12月31日 924.8 929.8 （5.0）

合计（b） 1,854.6 1,786.5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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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存货（c）（b/2=c） 927.3 893.3

存货周转率（a/c） 5.76 5.85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管理者保持最高库存周转率是最有利的。然而,其他因素并不
总是不变的。例如,一个公司可能达到一个高库存周转率是因为保持了 较小的库存，使得订
货成本较大因而失去了数量折扣，又由于存货不足从而销售业绩也欠佳。管理层必须平衡由
存货的储存，变质及资金占用带来的成本与由于存货 过少带来的销售损失及其他相关成本，
以获得可观的收入。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Cabletron系统开发、生产、安装并且提供拥有广泛标准的LAN和WAN连接的

硬件和软件产品。在2009年12月31日，它的应收账款日销售额和存货周转率比

上一年都有所上升。在2009年的年报中，公司是这样介绍这些增长的：

应收账款,在2009年12月31日的账户净额为2.109亿美元，66天的收款期，而在

2008年12月31日的账户净额2.84亿美元，收款期54天。收款期增加是及时销

售和相应的收回货款的结果。

全球存货总量在2009年12月31日是9810万美元，存货周转期为63天，而在

2008年12月31日的存货总量为8500万美元，存货周转期为37 天。存货周转期

的增加是因为增加了购买的产成品的库存数量，以应对增加供应不足造成的损

失。

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表示销售总金额与平均资产总额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以下公
式计算：

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总金额/平均资产总额

这个比率用于测量一个公司的资产创造收入的效率。总资产周转率越高，投入到每一美元的
资产的销售金额就越大。

在2010和2009年Synotech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如下。在2009年1月1日的总资产是7.3709
亿美元。

（百万美元） 2010年 2009年金額 增加額

净销售额（a） 10,498.8 10,029.8 469.0

总资产：

1月1日 9,170.8 7,370.9 1,799.9

12月31日 9,481.8 9,170.8 311.0

合计（b） 18,652.6 16,541.7 2,110.9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c）（b/2=c） 9,331.8 8,270.9

总资产周转率（c/c） 1,13：1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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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中的每一美元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创造了1.21美元和1.13美元的销售收入。换句
话说，从2009年到2010年，公司投资在资产中的 每一美元创造的收入减少了0.8美元。股权
或长期偿债能力、债务比率之间的关系表明了一个公司的债务和股权融资间的关系。

股权(股东权益)比率：公司资产有两个基本的来源即股东和债权人；他们的权益共同构成了
整个公司的总股本。然而，在比率分析中，长期权益一般指的是股东权益。因此，股权（股
东权益）比率指的是在给定的日期，由股东（业主）提供的资产占总资产（总股本）的比
例。计算股权比率的公式为：

圖表 17.1是Synotech公司的股东权益和负债。该公司的股权比例从2009年的百分之22.0％
增加到2010年的25.7％。圖表 17.1表明股东增加其在该公司的资产，主要由于留存收益
（增加留存收益的比例）。

2010年12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百万美元） 金额 百分比 金额 百分比

流动负债 $2,285.2 24.1% $2,103.8 22.9%

长期负债 4,755.8 50.2 5,051.3 55.1

负债总额 7,041.0 74.3 7,155.1 78.0

股东权益合计 2,440.8 25.7 2,015.7 22.0

总股本（总资产） $9,481.8 100% 9,170.8 100.0%

股权比例在计算时一定要小心认真。从债权人的角度，高的股权比例是他们所期望的。较高
的股权比例表明当公司在遭受损失时，对债权人的债务拥有较大的缓冲 垫。然而，从股东的
角度，较高的股权比例未必是最理想的。如果公司能利用借来的资金创造超过净税后成本的
收入，那么较低的股权比例是较为理想的。

为了说明更高的杠杆效应(即较大比例的债务)，假设Synotech公司可能通过发行6%的债券
4000万美元而不是发行500万美元的普通股股票来筹集增加生产能力的资金。假设联邦的所
得税税率为40%，对2010内收入的影响如下：

当期列示的净收入(圖表 17.2) 762,000,000美元

扣除额外的债务利息（0.06×$40万美元） 2,400,000美元

759,600,000美元

由于利息费用带来的税负减少(4×2400000) 960,000美元

调整后的净收益 760,560,000美元

如表所示，通过发行债券而不是发行普通股股票来增加财务杠杆不会减少净收入。然而发行
在外的普通股却在减少。假设公司拥有1.83 亿股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如果考虑新增的债务，
每股收益为4.16 美元（760,560,000/1.83亿），但是如果增加的是股票，那么每股收益将会
是4.05美元(762000000/1.8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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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投资者过度强调EPS的大小,近年来许多公司已经增加了大量的债务到他们的资本结构中
来提高每股收益，尤其是利率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我们应该指出，太低的股东权益比例（过多的债务）是有危险的。财务杠杆会放大在EPS中
的每股损失，并且不会有足够的股票来分担这些损失。一段时间的商业 经济衰退可能导致经
营损失和资产如应收账款和库存的缩水，进而导致公司不能支付如利息等的固定支出和遵从
债务条款。这样下去的结果是公司被迫进行破产清 算，股东将会失去他们所有的投资。

股权债务比例：分析使用者通过几个方面来表达股东的股权与债权的关系。在2010年12月
31日，债权人拥有Synotech公司的资产价值74.3%也就是股东拥有25.7%。另一种表达这种
关系的方式是股权债务比例:

股权债务比例=股东权益/需要偿还的债务合计

这样Synotech公司在2009年12月31日和2010年12月31日的股权债务比例分别为：
28:1(2,015.3百万美元/7,155.1百万美元)和35:1(2,440.8百万美元/7,041百万美元)。这个比
率通常会反着算，并且称为债务与资本比例。一些分析使用者在计算这些比率时只使用长期
债务而不是负债总额。这些分析使用者认为短期债务不是资本结构的一部分，因为它是在一
年内就被支付的。

盈利能力是判断一个公司经营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我们在判断其盈利能力时会
考虑两个方面：(1)利润表各项目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表明了公司支 付成本和费用的能
力：(2)资产负债表项目与收入的关系，因为这些表明公司拥有的资产创造收入的能力。下面
的比例用到了这些关系中的某个方面。

经营资产回报率：在不考虑资产来源的情况下，衡量盈利能力的最好指标就是经营净利润和
经营资产的比率，即为经营资产回报率。该比率表明将公司整体作为一项资产的盈利能力。
通过排除非经营资产和非经营净利润等因素，经营资产回报率反映公司基本经营业务的盈利
能力。我们可以将该比率分为两个部分：经营资产周转率和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率：反映一美元的经营收入可以产生多少的净利润。经营净利润排除了非经营活动
带来的利润等因素，如特殊项目，以前年度会计准则变化带来的累积效应。经营净利润也可
以称为息税前利润（IBIT）。计算营业利润率的公式是：

营业利润率=净经营净利润/净销售额

经营资产周转率：表明每一美元对经营资产的投入可以产生多少美元的销售收入。经营资产
是指都被用来产生经营收入的资产。通常，我们用年末经营资产，尽管理论上用平均经营资
产更好。非经营资产是公司拥有的但是不用来创造经营收入的资产，如持有将来要用的土
地，租赁给其他公司的厂房，长期债券的投资。分析使用者不用这些非经营资产来评价盈利
能力。他们也不用那些对创造经营收入无用的非经营资产。计算经营资产回报率的公式是：

经营资产回报率=净利润/经营资产

一个公司的经营资产回报率等于该公司的营业利润率乘以经营资产周转率。一美元的经营资
产投资创造的收入越多，一美元的收入带来的利润越多，那么一美元投资带来的回报就越
高。计算经营资产回报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营业利润率*经营资产周转率=经营资产回报率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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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净销售收入出现在这两个比率中（一次作为分母另一次作为分子），我们可以消掉它，
因此，计算经营资产回报率的公式变为：

从分析的目的考虑，计算公式应该分别保留营业利润率和经营资产周转率，因为这样可以提
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Synotech公司2010年和2009年的经营资产周转率如下：

单位：美元 2010 2009 增减额

净经营利润 (a)* 1,382.4 682.7 699.7

净销售额(b) 10,498.8 10,029.8 469.0

经营资产(c) 9,481.8 9,170.8 311.0

营业利润率(a/b) 13.17% 6.81%

经营资产周转率 1.11 1.09

经营资产回报率 14.58% 7.44%

*计算为税前收入加上净利息费用。该方法不包括非经营资产项目。当公司没

有非经营资产时可用总资产计算。

销售利润率：另一个衡量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是销售利润率，计算公式如下：

该比率表明销售收入扣除所有费用后的剩余比例是多少。Synotech公司2010年和2009年对
该比率的计算如下：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一个公司如果想要生存至少应当维持一个最低的经营资产回报率。当然，他们

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这个最底的回报率。为了阐释清楚，我们以一个杂货

店和一个 珠宝店为例，这两个商店都拥有一个8%的经营资产回报率。杂货店通

常通过一个低的营业利润率和一个高的资产周转率来获得这个最低回报率，而

珠宝店却是在一 个高的营业利润率和一个低的周转率来达到这个最低回报率。

正如下面展示的：

边际回报

率
×

周转

率
=

经营资产周转

率

杂货店 1% × 8.0 = 8%

珠宝店 20% × 0.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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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美元） 2010 2009 增减额

净利润（a） 762.0 206.4 555.6

销售额（b） 10,498.0 10,029.8 469.0

销售利润率（a/

b）
7.26% 2.06%

虽然销售利润率表明增加一美元的销售收入带来的利润，但是在使用该比率时应当

小心谨慎。净利润包括那些可能仅在特殊期间发生的非经营项目；因此，净利润受

到诸如特殊项目，会计准则变更，非持续性项目以及利息费用的影响。所以，一个

包括这些特殊项目的影响的期间跟一个不包括这些影响的期间是不一样的。虽然，

由于利息费用在计算净利润时是可以扣除的，而股利却是不能扣除的，因此公司融

资方式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净利润。

普通股本回报率：从股东的角度，衡量公司盈利能力的一个指标是公司普通股权的回报率，
或者称为普通股本回报率，或者简称为股本回报率（ROE）。尽管股东对经营资产回报率很
感兴趣，因为它可以衡量经营者运用资产的效率，但是股东对每一美元的股权公司可以创造
多少的利润更感兴趣。在不存在优先股的情况下计算普通股本回报率的公式如下：

当一个公司有优先股时，分子就会变为净利润减去平均优先股股利，而分母则变为平均普通
股账面价值。正如在第12章描述的，普通股的账面价值是所有普通股减去优先股的清算价值
（通常也是其票面价值），减去优先股累计的逾期股利。因此，公式变为：

Synotech公司拥有优先股，该公司的比率如下。2009年1月1日该公司的普通股股权是
1,697.4百万美元。2010年的优先股股利是25.7百万美元，2009年的优先股股利是25.9百万
美元。

单位（美元） 2010 2009 增减额

净利润-优先股股利（a） 736.3 180.5 555.8

所有股东股权（普通股账面价值）

1月 1,531.5 1,697.4 (165.9)

12月 1,969.6 1,531.5 438.1

总共（b） 3,501.1 3,228.9 272.2

平均普通股股权（c）(b/2=c) 1,750.6 1,614.5

普通股本回报率（a/c） 42.06%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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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东权益-优先股的面值

股东将会视该比率从11.8%到42.06%的增加是一种利益。该比率表明普通股股东每一美元的
投资，在2010年可以获得大约42美分的收入。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有时，两个公司拥有相同的资产回报率，但是却有不一样的股本回报率，如下

所示：

公司1 公司2

资产回报率 12% 12%

股本回报率 6.4% 8.0%

其 中，公司2的股本回报率比公司1高1.6%是由于公司2在其资本结构中利用了

借来的资金，尤其是长期借款。运用这些借来的资金（或者是具有固定回报的

优 先股）就称为股权交易。当一个公司在股权交易上是盈利时，那么跟借来资

金在偿付这些债务相比会产生更高的回报率。超过最低回报率部分得到的收

益，在这个例 子中是1.6%的收益率，来自于普通股的盈利，可以看出它们的收

益是增长的。

公司股东通过利用杠杆使这些活动带来的利益最大化。对普通股股东不利的是

利用杠杆是有风险的，因为损失也可能被最大化。我们在第15章讨论了股权交

易和杠杆。

现金流量保证金：现金流量保证金衡量一个公司整体的效益和业绩。现金流量保证金反映公
司将收入变现的能力。衡量一个公司一美元收入可以转化为多少现金是很重要的，因为公司
需要现金来偿还债务，支付股利，投资到新的资本资产。计算现金流量保证金的公式是：

因此，我们计算2010年Synotech公司的现金流量保证金如下：

普通股每股收益：也许，评价一个公司经营情况用的最广泛的指标就是普通股每股收益
（EPS）。 普通股每股收益(EPS)等于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利润除以当年发行在外的加权
平均普通股股数。金融出版物定期会发布上市交易公司的实际和预计的每股收 益，并且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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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期间进行比较。会计准则委员会强调了每股收益的重要性，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在其
利润表中列示每股收益。 2（第13章介绍了每股收益应 当如何在利润表中列示）

EPS的计算可能非常简单也可能非常复杂，这是由公司的资本结构决定的。一个公司如果没
有发行在外的债券（如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认股权证，期权） 转化为普通股，那么
它的资本结构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一个公司有这些发行在外的债券，那么就有一个复杂的资
本结构。讨论一个有复杂资本结构公司的EPS超出 了本章讨论的范围。

一个有简单资本结构的公司列报一个简单基本的EPS数据，它的计算公式是：

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利润等于净利润减去当年优先股股利，无论这些股利是否已经宣布发
放。

计算加权平均普通股股数：计 算EPS时的分母是当期发行在外的加权平均普通股股数。如果
当期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没有变化，那么发行在外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当期期末发行
在外的普 通股股数。Synotech公司（圖表 17.1）所示的普通股账户在2010年12月31日的
余额为219.9百万美元。这些普通股拥有1.2美元的账面价 值。假设在2010年没有发行新的
普通股也没有回购普通股，那么加权平均普通股股数应当是183.2百万美元（或者是219.9百
万美元/每股1.2美 元）。（通常回购和发行的库存股也应当考虑在计算发行在外的加权平均
普通股股数，我们忽略了库存股交易来简化说明。）

如果普通股股数在当期有变化，如公司资本投资的增加或者减少，此时将会影响可供普通股
分配的利润。在计算加权平均普通股股数时，我们通过以发行在外的时间 占整年时间的比例
来加权普通股股数的变化。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只有在计算的那个期间才会跟资本投资相关，
才会产生收益。

为了说明白，假设2009年Synotech公司的普通股账户余额增加了0.14亿美元（0.117亿股
份）。假设公司在2009年4月1日发行了9.5百万股份，另外的2.2百万股份在2009年10月1日
发行。那么计算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如下：

171,5百万股份×1年 171,5百万

9.5百万 × 3/4年（4月-12月） 7.125百万

2.2百万 × 1/4年（10月-12月） 0.55百万

发行在外的加权平均普通股股数 179.125百万

另外一种方法是看总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加权的部分根据某个时间期间占整年的比
例。如下：

171.5 百万股x 1/4年 (1月 – 3月) 42.875百万

181.0 百万股 x 1/2年 (4月– 9月) 90.500百万

183.2 百万 x 1/3 年(10月 – 12月) 45.800百万

2. 会计原则委员会第15号意见“每股盈利报告”（纽约：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69年），平价。12。财务会计准则第128号“每股
收益”（Norwalk，康涅狄格：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1997年），简化了用于计算每股收益的标准进而可以和国际EPS的计
算标准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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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在外的加权平均普通股股数 179.125百万

另一种可以选择的方法是：

171.5 百万股 x 3 个月 = 514.5 百万股-月

181.0 百万股 x 6个月= 1,086.0 百万股-月

183.2 百万股 x 3个月 = 549.6百万股-月

12 个月 2,150.1 百万股-月

2,150.1 百万股-月/12 月 = 179.175 百万

注意到，这三种方法产生了一样的结果。在2010年，公司普通股股本账户余额等于当年发
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183.2百万。Synotech公司的普通股每股收益为：

单位（美元） 2010 2009 增减额

净利润-优先股股利（a） 736.30 180.50 555.80

普通股平均股数（b） 183.2 179.13 4.03

普通股每股收益（a,b） 4.02 1.01

Synotech的股东很有可能认为每股收益从1.01美元到4.02美元增加了约
298.0%[(4.02-1.01)/1.01]是有利的。

每股收益和股票股利或分拆：股 票股利或股票分拆导致的流通股增加不需要对其期间进行加
权。该股份不增加投资在业务上的资本，因此不影响收入。所有这一切需要的是用增加的股
份重申以前所 有使用的EPS。例如，假设公司2010年的EPS为1.20美元（120,000美元/
100,000股），并在2011年赢利180,000美元。唯 一的变化是超过两年的普通股在2011年
12月1日每两股送一股，使得流通股增加了一倍，总计20万股。该公司将重申2010年每股收
益为0.60美元 （120,000美元/200,000股）和在2011年0.90美元（180,000/200,000股股
份）。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在 20世纪60年代的并购浪潮中，公司发行的证券，获得收
购其他公司的资金。许多发行的证券要求能够占有股东权益。这些术语指的是证券可转换为
或交换为发行 人的普通股。因此，在计算EPS出现了许多复杂的问题。直到1997年，APB意
见第15号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指引。1997年，财务会计准则第128 号“每股收益”取代APB
第15号意见书。复杂资本结构的公司必须出示至少有两个基本EPS的计算，每股收益和稀释
每股收益。由于计算中涉及的复杂性，我 们留到中级会计中继续介绍。

利息保障倍数：债权人，特别是长期债权人想知道借款人是否可以到期时满足这些借款其所
需支付的利息。利息保障倍数，即利息覆盖比率，表明这种能力。它的计算方法如下：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

该比例粗略的显示了现金流入与用于利息支出的现金流出的比较。息税前收入（IBIT）是分
子，因为如果利息费用等于或大于IBIT就没有税费。（计算息税 前收入，即净收入加净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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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和税收。）分析使用者的分歧是分母是否应该（1）仅长期债务的利息开支，（2）总利
息开支（3）净利息开支。

对于Synotech公司，净利息开支为236,9百万美元。息税前利润是13,824百万美元，利息保
障倍数为5.84，计算公式为：

1,382.4/236.9=5.84

该公司获得了足够支付的利息开支的近6倍以上的息税前收入。

较低的利息保障倍数或负的利息覆盖率表明借款人可能会拖欠所需支付的利息。如果它不能
赚取足够的收入来支付这些利息，将不能维持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利息。另一方面，利息覆盖
率为5到10倍或更多的时候表明该公司是不太可能拖欠利息支付的。

优先股股息保障倍数：优先股股东如债券持有人通常对固定的投资回报感到很满意。他们在
意的是公司能每年支付优先股息的能力。我们可以通过优先股股息保障倍数来估算这种能力
正如一下公式列出的：

优先股股息保障倍数=净利润/年度优先股股息

假设Synotech公司拥有762百万美元的净利润和25.7百万美元的年度优先股股息。那么2012
年度优先股股息保障倍数就是：

762/25.7=29.65：1，或者是29.65倍

这个比率越高就说明优先股股东更有可能收回每年的股息。

分析使用者计算这个比例利用的是财务报表和有关该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这些测试可以帮
助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评估在市场上的各种股票的相对优点。

股票投资的收益率是指净收益率或股息收益率。

普通股收益率：你可以计算一个公司的普通股收益率如下：

普通股的收益率=每股盈利/目前的市场每股普通股的价格

假设Synotech公司拥有一个价格为5.03美元的普通股，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场报价为
110.70美元。那么普通股的收益率将是：

5.03美元/110.70美元=4.54％

市盈率：反过来，普通股的收益率也可以说是市盈率。其计算市盈率的方法如下：

市盈率=目前每股普通股的市场价格/每股收益

110.7/5.03=22.01:1

投资者会说，这股票是按22倍盈利卖的或者22的倍数。这些投资者可能有一个具体的倍数
证实股票是否被低估或高估。不同的投资者对于一个给定的股票有不同 的估计市盈率，也有
不同的预计该公司的未来盈利前景。这些不同的预测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按照特定的价格出售
股票而其他投资者按照该价格购买股票。

派息比率：运用普通股股利，投资者就可以计算出派息比率。假设Synotech公司的每股股
息为1.80美元和每股收益5.03美元。计算普通股的派息比率，就是每股普通股股利除以每股
收益。2010年的股票的派息率是：

派息率=普通股股利/每股收益

1.80/5.0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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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息比率为35.8％，意味着该公司35.8％的盈利支付了股息。一些投资者被公司高的派息率
所吸引，而其他投资者被公司保留盈余再投资所吸引。这两种偏好跟投资者的税收地位有很
大关系。高税基的投资者往往喜欢公司将收益进行再投资以期望股价升值。

普通股股息收益率：普通股股东对于每股普通股股息收益率是很感兴趣的。当年度每股普通
股股息除以每股普通股的市场价格，其结果被称为普通股股息率。Synotech公司2010年12
月31日，普通股价格为每股110.70美元。其每股股息为1.80美元。公司普通股股息收益率
是：

普通股股息收益率=普通股每股股利/普通股每股市价

1.80/110.7=1.63%

优先股股息收益率：优先股股东跟普通股股东一样，都对股息收益率感兴趣。优先股股息收
益率的计算类似于普通股股息收益率的计算。假设Synotech每股优先股的股息是5.10美元，
目前的市场价格为每股84.00美元。我们计算优先股的股息收益率如下：

优先股股息收益率=每股优先股股利/每股股票市场价格

5.10/84.00=6.07%

通过使用股息收益率，我们可以比较不同年度拥有不同的优先股股息和不同的市场价格的优
先股。

普通股每股现金流量：普通股每股现金流量比率计算如下：

普通股每股现金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目前，财务会计准则第95号在外部报告中不允许使用这一比例。然而，一些抵押贷款和投资
银行使用这个比率来判断该公司股息和薪酬负债的支付能力。Synotech公司的普通股每股
现金流量比率如下：

2010年 2009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A） $1,101.0 972.3

平均流通在外股(B)(假设) 146.6 145.2

普通股每股现金流量(A)/(B) 7.51 6.70

最后考虑财务报表分析因素

单独的一个财务比率可能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投资者要更深入地了解公司则要计算和分析
几个相关比率。圖表 17.3总结了本章中的比率，圖表 17.4提出了它们 的图形。财务分析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智的判断。百分比和比率有助于发现潜在的长处和短处，并作为比较的
指南。然而，财务分析使用者应该探寻的是基本的变 化和既定的趋势背后真正的原因。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公司计算的大多数比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尽管不是很全面。会计使用电脑

以有效的进行计算，一些程序收集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的信息，在年底时再计算

出比率。 会计还可以创建电子表格来执行此任务。记住，要正确的分析这些数

字的话，投资者和管理层必须比较在同行业中经营的其他公司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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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7.3 比率总结

分析使用者必须确保他们的比较是相对有效的，特别是当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的公司的项目
时。在进行有效的跨期间比较时，他们必须遵循一致的会计准则。可比公 司间的比较更难以
保证。会计不能做更多的事情，除了披露一个公司使用的是先进先出法，或是使用后进先出
法来计算库存和商品销售成本。这就警告了分析使用 者，公司间的比较可能是无效的，存货
周转率就不具有可比性。

此外，公司的比率与来自外部的如Dun＆Bradstreet提供的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时，分析
使用者应按照相同的报告服务方式计算公司的比例。因此， 如果Dun＆Bradstreet公司采用
净销售额（而不是销售成本）来计算存货周转率，分析使用者也应该这样计算。销售收入有
时是最好的，因为所有的公 司计算和报告销售成本量中的方式可能是不同的。

财务报表不能披露的事实和条件很有可能影响其分析。一个的重要事件很可能主要负责一个
特定的关系。例如，竞争对手可以将一个新产品推向市场，因此有必要研 究为公司降低突然
变得过时的产品的销售价格。这样的事件会严重影响销售毛利率。但是，这样的事情再次发
生的机会很小。分析使用者必须考虑研究公司所在行业 的整体业务状况。如果公司的盈利呈
现下降的趋势，并且整个行业的盈利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那么这就不是震惊的事情了。

投资者还需要考虑一些企业的季节性特点。例如，如果在资产负债表日是经营季节高峰期的
业务量，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可能多少都低于资产负债表日是经营 季节性低谷期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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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量。潜在投资者应考虑与潜在投资有关的市场风险。他们可以通过与有关A股所有股票的
平均价格的变化进行比较以确定市场风险的变化。

潜在投资者应认识到，获得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发
生。仅使用比率和百分比而不考虑其根本原因，可能会导致不正确的结论。

财务报表项目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比较的标准一致时。与标准的比较给分析使
用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起点，并导致进一步的调查，进而形成最终的结论 和业务决策。这样
的标准包括：（1）那些依据分析使用者的经验观察的结果，（2）自己的头脑对过去的业务
业绩记录和财务状况的研究，（3）其他企业提供的 信息，如作为第三个标准的数据可通过
行业协会，大学，研究机构（如邓白氏和罗伯特·莫里斯），和政府单位（如美国联邦贸易
委员会）获得。

在财务报表分析中，要记住不同的行业在进行比较时有不同的标准，财务报表分析必须结合
具体行业特点进行分析。例如，批发杂货公司有大量库存被运到零售商和 相对较小的投资物
业，厂房及设备，而电力公司就没有商品库存（除维修零件）而是有一个大型的物业，厂房
及设备的投资。

即使在同一个行业内，也会有很多不同。可接受的流动比率，毛利率，债务股东权益比率，
及其他关系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取决于在行业内拥有的独特条件。因此，重要的是要了解这
个行业才能使得比较是有实际意义的。

圖表 17.4 利用财务比率进行财务报表分析图

像通用汽车公司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这样的公司的破产，给企业，员工，股
东，和其他一般公众成员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进而也促使着在公司治理，会计准则，审计程
序和标准方面 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公司自我监管，会计监督委员会监督上市公
司，证券交易算的监管，以及国会通过立法，法规及其组合进行监管。进一步的变化是有 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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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有可能变得更加“透明”。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更清楚地揭示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
况。并且更加重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质量和计量，负债的实质和内容 以及正确识别风险。
盈利质量仍旧是极为重要的。太多情况下，企业不得不重申其前几年的收入，因为他们没有
按照第5章的原则正确披露重大事实或正确地实现收 入的确认或费用的确认。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安然事件是大规模调查的重点，进而也引起来了公司治理，会计准则和审计程

序的改变。安然公司成立于1985年，在能源行业是一个重要的成员。2000年8

月，它的股价高达每股约90美元。高层管理人员开始抛售股票，此后不久，至

少在短期股票的价格随之下降，而员工们不能这样做。在2001年10月，伴随着

负债披露的资产负债表外的伙伴关系，安然（Enron）将1.2亿美元的股东权益

注销。 2001年11月，结果显示，它夸大了自1997年以来5.86亿美元盈利。

2001年12月，安然（Enron）申请破产保护。安然股票变得几乎一文不值，售

价在1美元以下。安然公司的员工不仅失去了工作，但也失去了他们的退休 储

蓄，因为它们主要是安然股票。作为一个人和养老基金的投资者损失了数十亿

美元。 佛罗里达州的养老基金损失了约3.4亿美元。安然公司的外部审计师，亚

瑟安达信公司，被指控销毁文件有关安然事件后，美国司法部处证实了调查，

并表示该行 动发生在2002年3月。 （关于安然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例

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3月182002年，页26-36）

外聘审计师，内部审计师，审计委员会成员及董事会成员有可能要求更加严格的管理。他们
也更容易调查可疑交易。审计委员会可能会被要求公开披露他们进行的活 动，以履行自己的
职责。年度报告中所载的给股东的信中，通常会有CEO对管理部门的意见，对目前的业务，
经营业绩和未来的计划的说明。这封信在将来可能比 现在更有用。如果这封信有不被财务报
表支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那么将会受到金融惩罚。这些信件在一定程度上较为保
守，而不是不现实的，个人分析财务 报表将能够更大程度上依靠它们的内容来分析未来。
2002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和其经理人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委员会，及独立审 计师在不遵守规定也会受到严格的处罚。

财务报表分析，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现金流量表中（见第16章）的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因为这一数额被有些人认为是“现金收益”。有些人认为这个数
额跟纯收入相比是不容易受到操控。

管理人员可能会披露会计政策，这些政策是他们考虑到的业务实践后指定的，并且在编制财
务报表时需要遵从。如果这样，利益冲突就能够识别和防止。

专业的财务分析公司，如股票经纪公司和那些帮助评估可能成为合并和收购对象的公司，通
常是“超越数字”的分析公司。他们通常访问该公司，访问管理人员，评 估各项基础设施以及
对未来的计划。他们对公司的能力以及诚信经营很感兴趣。专业的金融分析师通过所有的数
据和其他信息的“嗅觉测试” 能够对公司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换句话说，一切似乎合法的或
有可能存在尚未确定的隐性因素，使得人们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未来是光明的。要维持公众对财务报告的信心就需要做出改变。在未来，保护公众利益应该
是最重要的。

本章总结了我们研究范围内的财务会计。你很可能会继续研究管理会计。重要的是要意识
到，将财务和管理会计信息完全分离成整齐的套件是不可能的。经理同时使 用已公布的财务
报表和管理会计信息进行决策。此外，一些管理会计中所提到的概念（如作业成本和工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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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正式的财务报表有直接的影响。许多会计师注意到 到管理会计，因为它不符合一般公
认会计原则的约束。相反，管理会计可以提供任何形式的管理要求管理的任何信息。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会计杂志会定期利用互联网资源发表文章，鼓励会计师更多地利用技术。其中

最好的这一类是梅根·平克斯顿写的被称为“智能停在网站”。 （例如，2007 年

的一个文章）：

http://www.journalofaccountancy.com/Issues/2007/Jun/SmartStops
OnTheWebArticle

如果你需要调查文章和其他系列，访问一些他们列出的网站。毫无疑问，互联

网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你越了解它，当你毕业时你的工作就越好找。

17.5.1 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公司的财务报表是用来提供给内部管理者和外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监督机构使用分
析的。

•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分析主要用于公司的各个方面。管理层通过取得具体的，特殊用途
的报告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 公司外部人员将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来分析财务报表。他们必须依靠通用的财务
报表。

• 财务报表分析用到各种分析工具和技术，还会用到其他一些数据来获取有用的信息。
• 这个信息表明用来评估公司过去的表现和目前的财务状况的数据和趋势之间的关系是显

著的。
• 信息对于预测是非常有用的，可能直接影响许多财务报表使用者做出决定。
• 现在的和潜在的公司投资者使用这些信息来评估公司的盈利能力。
• 外部人员和长期债权人对的公司的偿付能力很关注，从而使用信息预测公司的偿付能

力。
• 发布的财务报告是财务信息的来源之一。发布的报告包括财务报表，报表附注说明，给

股东的信，独立的会计师报告，管理层的讨论和分析（MDA）。
• 政府报告是财务信息的另一来源，包括10-K表格10-Q表格，以及表格8-K。这些报告可

向公众收取少量费用。
• 金融服务信息，商业出版物，报纸和期刊提供有意义的金融信息给外部用户。穆迪投资

者服务公司，标准普尔，邓白氏公司;罗伯特·莫里斯都提供了有用的行业资讯。商业出
版物，如华尔街日报“，”福布斯“，也报告行业金融新闻。

• 水平分析是在比较报表中的美元变动或变动百分比计算项目的总数。使用这种分析可以
帮助检测公司的业绩和突出的趋势变化。

• 垂直分析是对一个单一的财务报表的一项研究，每个项目被表示为一个一个显着总数的
百分比。使用这种分析方法来分析分析损益表数据特别有用例如作为商品出售的销售百
分比或者销售毛利率。

• 趋势分析法是将各期的数据与基期年的进行比较。分析计算方法是：

（a）选择基准年或基准期。

（b）将出现在基准年的财务报表各项目的金额给以100％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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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将各期的数据除以基期数据，得到一个百分比，再乘以100则是结果。

趋势分析表明公司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并且表明了这些变化的方向。

• 流动性比率表明公司的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这些比率包括：（1）目前营运资金比
率；（2）速动比率（快速）；（3）现金流量比率；（4）应收账款周转率；（5）应
收账款周转期；（6）存货周转率；（7）总资产周转率。

• 权益或长期偿债能力比率显示公司在债务和股权融资之间的关系。这些比率包括：
（1）权益乘数（股东权益）和（2）股东权益与负债比率。

• 盈利能力测试是公司的经营成功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些测试包括：（1）经营性资产的
回报率，（2）净销售收入，（3）纯收入平均普通股股东股权，（4）现金利润，
（5）普通股每股收益（6）利息保障倍数，（7）优先股股息收入的比例。

• 市场测试可以帮助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评估各种股票的相对优点。这些测试包括：
（1）普通股收益率，（2）市盈率，（3）普通股股息，（4）普通股的派息比率，
（5）优先股的股息收益率，（6）每股普通股现金流。

对于所有的流动性，长期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市场测试比率的一个完整的总结和图形描
述，请参阅圖表 17.3和圖表 17.4。

• 需要比较数据：分析师必须确保他们的比较是有效的，特别是在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的
公司的项目的数据时。

• 外部因素的影响：一个独立的重要事件，如意外配售的产品在市场上出现竞争对手，可
能会影响财务报表的分析。还有一些一般业务条件，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季节性的业
务性质，因为这些因素均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 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财务报表不能显示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必须确保项目都是能够
比较的，也就是说已经考虑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 需要比较的标准：在财务报表分析中，比较不同的行业会有不同的标准，必须了解特定
行业的知识和财务分析的特点。

17.5.2 示例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示例问题A 凯洛格公司2003年和2002年的比较财务报表如下：

家乐氏公司

比较利润表

2003年12月31日，2002年12月31日

（百万美元）

2003年 2002年

净营业收入 6,954.7 6,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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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销售成本 3,327.0 3,325.1

毛利率 3,627.7 3,659.1

营业费用 2,551.4 2,585.7

营业外支出（利息） 137.5 118.8

所得税前收入 938.8 954.6

所得税 280.0 198.4

净盈利 658.8 756.2

家乐氏公司

比较资产负债表

2003年12月31日，2002年12月31日

（百万美元）

2003年 2002年

资产

现金投资和短期投资 204.4 150.6

应收账款净额 685.3 678.5

存货 443.8 503.8

其他流动资产 273.8 236.3

物业净额 2,526.9 2,640.9

其他资产 762.6 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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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合计 4,896.3 4,808.7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总额 2,492.6 15,878

长期负债 1,506.2 2,407.7

普通股 103.8 103.8

股本溢价 102.0 104.5

盈余公积 1,501.0 1,317.2

库存股 （374.0） （380.9）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435.3） （331.4）

总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4,896.3 34,808.7

a. 准备比较所用的2003年和2002年的利润表。

b. 执行用于比较资产负债表的水平分析。

示例问题B 施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补充资料如下：

施乐公司

IOFS基础上的资产负债表

2003年12月31日

（百万美元）

2003

资产

现金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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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净额 2,281

财务应收账款净额 5,097

存货 1,932

递延税项及其他流动资产 1,971

流动资产合计 13,022

一年后到期的应收账款 7,957

土地、建筑物、设备净额 2,495

长期股权投资 1,362

商誉 1,578

其他资产 3,061

总资产 29,475

负债及股东权益

短期债务和当前部分长期债务 2,693

应付账款 1,033

应计薪酬及福利费用 662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收入 250

其他流动负债 1,630

流动负债总额 6,268

长期债务 1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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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医疗福利 1,197

递延税项及其他负债 1,876

已终止保户储金及其他业务负债 670

递延职工持股收益 （221）

少数股东权益 141

优先股 647

普通股股东权益 （108.1亿）3,493

总负债及股东权益 29,475

• 商品销售成本6,197美元。
• 净销售额为 18,701美元。
• 库存（1月1日）2,290美元。
• 净利息费用 1,031美元。
• 净利息及税项前的收入为647美元。
• 应收账款净额(1月1日) 2,633美元。
• 1月1日，总资产为28,531美元。

计算比率如下：

a. 流动比率。

b. 速动比率。

c. 应收账款周转期。

d. 存货周转率。

e. 总资产周转率。

f. 股权比例。

g. 利息保障倍数。

17.5.2.1 示例问题的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示例问题A的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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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氏公司

比较利润表

2003年12月31日，2002年12月31日

2003年 2002年

净营业收入 100.00％ 100.00％

已售商品成本 47.84 47.61

毛利率 52.16 52.39

营业外支出 36.69 37.02

非工作状态开支（利息） 1.98 1.70

除所得税前收入 13.49％ 13.67％

所得税 4.03 2.84

净盈利 9.46％ 10.83％

*由于四舍五入的差异。

b.

凯洛格公司

比较资产负债表

2003年12月31日，2002年12月31日

（百万美元）

增加或减少

2003年 2002年 2002年 2003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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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数量 百分比

现金投资和临

时投资
204.4 150.6 53.8 35.7％

应收账款净额 685.3 678.5 6.8 1.00

存货 443.8 503.8 （60.0） （11.91）

其他流动资产 273.3 236.3 37.0 15.66

物业净额 2,526.9 2,640.9 （114.0） （4.32）

其他资产 762.9 589.6 164.0 27.40

资产合计 4,896.3 4,808.7 87.6 1.82％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2,492.6 1,587.8 904.8 56.98％

长期负债 1506.2 2,407.7 （901.5） （37.44）

普通股 103.8 103.8 0.0 0.0

股本溢价 102.0 104.5 （2.5） （2.39）

盈余公积 1,501.0 1,317.2 183.8 13.95

库存股 （374.0） （380.9） 6.9 （1.81）

外币报表折算

差额
（435.3） （331.4） （103.9） 31.35

总负债及股东 4,896.3 4,808.7 87.6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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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2 示例B的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a.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USD13，0.22亿/USD6，268,000,000=2.08：1

b. 酸性测试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USD9,119,000,000/USD6，268,000,000=1.45：1

c. 应收账款周转率：

净销售额/平均应收账款净额= USD18,701,000,000/USD2,457,000,000= 7.61

d. 存货周转率：

已售商品成本/平均存货=USD6,197,000,000/USD2,111,000,000= 2.94

e. 总资产营业额：

净销售额/平均总资产= USD18,701,000,000/USD29,003,000,000= 0.64时

f. 股东权益比率：

股东权益/总资产= USD41.4亿/USD29，475,000,000= 14.05%

g. 利息保障倍数：

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 USD647,000,000/USD1,031,000,000= 0.63

17.5.3 关键术语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应收账款周转率：净信用销售（或净销售）除以平均应收账款净额。

速动比率（快速）：速动资产（现金，有价证券和应收账款净额）除以流动负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比率：流动资金（现金和有价证券加上净现金）除以流动负债。

现金流量利润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除以销售收入。

现金流量普通股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除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比率：只显示相对数不显示绝对数。

比较财务报表：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连续期间在侧栏的比较信息。

流动比率也称为营运资金比率：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负债对股东权益比率负债：负债总额除以股东权益。

市盈率：普通股市价除以每股收益。

优先股股息收益率：优先股市价除以优先股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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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盈利（EPS）：提供给普通股股东的收益（相等于净收入减去优先股股息）除以股普通
股的加权平均数。

收益率：目前的EPS普通股的比例，以目前的市场价格每股普通股票。

权益（股东权益）比率：股东权益除以总资产（或总股本）。

水平分析：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期间的公司的财务报表，表明比例或者绝对数相对于前
一年的变化。这种类型的分析，可以检测一个公司的业绩的变化和显著的变动趋势。

存货周转率：商品销售成本除以平均存货。

流动性资产：如（1）现金及（2）其他资产，这些资产能够很快转换为现金。

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除以净收入。

净营业收入：息税前利息及税前收入。

非经营性资产：公司所拥有的资产，但不用于生产经营收入。

营业外收入：营业收入排除的元素，因为他们不直接关系经常性项目，包含一些非经常性的
项目，如根据会计准则而形成的以前年度的累积效应，损失或已终止经营业务的收入，利息
和收益的变化，利息开支等。

应收账款周转期：一年（365）除以应收账款周转率。也被称为应收账款的平均收款期。

经营资产：积极用于生产经营收入的全部资产。

经营利润率：营业收入净额除以净销售额。

普通股派息率：普通股每股股利除以每股盈利的比率。

市盈率：目前的市场价格除以每股收益为每股普通股的股票。

经营性资产的回报率：营业收入净额/经营性资产*经营净利润/营业收入净额，结果是等于
净经营净利润除以经营性净资产。

平均普通股股东回报率：净收入除以平均普通股东权益，通常被称为平均普通股股东权益回
报率，或者股本回报率（ROE）。

权益回报率（ROE）：净利润除以平均普通股股东权益。

权益债务比率：股东权益除以负债总额，经常使用相反的形式即所谓的债务权益比率。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的收入除以利息计算。

优先股股息保障倍数：计算的净收入除以年度优先股股息。

总资产周转率：净销售额除以平均总资产。

趋势分析：类似水平分析，只是跟一个已经确定的基准年或基准期相比较。

周转率：资产和其使用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

经营资产周转率：净销售额除以经营性资产。

垂直分析：研究的一个单一的财务报表，其中每个项目表示相对于总数的一个百分比，例
如，销售百分比。

收益率（股票）：股票投资的收益率是指收益率或股利率。还可以是普通股和优先股的股息
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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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 自我测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对错

指出下面的每个语句是对还是错。

1. 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是提供关于公司过去的业绩和目前的财务状况的信息。
2. 纵向分析可以检测在公司几个阶段的业绩，并强调变化的趋势。
3. 共同比报表提供关于各个账户金额相对于以前期间的变化。
4. 流动性比率表明公司支付到期的流动负债的能力。
5. 一个公司尽管是非常盈利的，但可能会发现难以支付其应付账款。
6. 必须确保在公司之间使用的数据是具有可比性的，从而使得财务报表分析比较是有效

的。

多项选择题

选择以下问题最好的答案。

下面的数据，从2007 年12 月31 日安德鲁斯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用于回答前两个问题）：

现金 136,000

有价证券 64,000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184,000

商品库存 244,000

待摊费用 12,000

应收账款和应付票据 256,000

应计负债（短期） 64,000

应付债券（长期 ） 400,000

1. 流动比率为：
a.1:2。
b.2:1。
c.1.2:1。
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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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速动比率是：
a.1:2。
b.2:1。
c.1.2:1。
d.3:1。

本森公司2011年财务报表的数据（用于下列问题）：

应收账款 1月1日 720,000

应收账款 12月31日 960,000

商品库存 1月1日 900,000

商品库存， 12月31日 1,020,000

销售总额 4,800,000

销货退回及折让 180,000

净销售 4,620,000

已售商品成本 3,360,000

税前利息及税项 720,000

债券利息 192,000

净利润 384,000

3.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
a.每年的5.5倍。
b.每年的5.714倍。
c.每年的5倍。
d.每年的6.667倍。

4. 存货周转率是：
a.每年的5倍。
b.每年的4.8125倍。
c.每年的3.5倍。
d.每年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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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息保障倍数是：
a.每年的4.75倍。
b.每年的3.75倍。
c.每年的2倍。
d.每年的3倍。

现在转到每章结束时的“自我测试答案”以检查你的答案。

17.5.5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公有企业的财务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 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公司就越好，你同意吗？为什么？
• 你能想到这样的情况吗？流动比率作为短期债务支付能力的指标具有误导性，速动比率

能否提供正确的信息予以补救这种情况，或者哪些情况下，速动比率也具有误导性。
• 在马文公司发行了20,000美元的长期债券（逾期超过一年发行日期），以换取类似的应

付账款前，它的流动比率为2:1，其速动比率比率为1:1。本次交易会使流动比率和速动
比率增加，减少或没有影响？什么会影响股权比例呢？

• 通过使用周转率，解释为什么一个公司可能会寻求增加其销售数量即使这样的增长可以
通过降低价格实现。

• 说明这章所讲的关系中哪个最好判断：
◦ 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 在不考虑公司资产来源的情况下公司的整体效率
◦ 公司对股东投资的回报
◦ 长期债务利息的保障
◦ 优先股股息的保障

• 说明是如何计算以下比率的：
◦ 股利支付率
◦ 普通股每股股利
◦ 市盈率
◦ 普通股收益率
◦ 优先股收益率
◦ 利息保障倍数
◦ 优先股股息保障倍数
◦ 普通股股东权益回报
◦ 现金利润

• 经营性资产的回报率是如何确定的？是否有可能有两家公司经营利润率分别为5%和
1%，而经营资产回报率均为20%，这是怎么实现的？

• 列出在会计信息中一些可能存在的缺陷，特别是在分析某家公司超过10年的时间的数
据时。

• 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根据年度合并利润表附录中报告的有限收入，决定2002年至2003
年的营业收入百分比的变化。

• 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根据年度合并利润表附录中报告的有限收入，决定2003年平均普
通股收入。

• 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根据年度合并会计报表附录，决定2003年普通股每股现金股利。
• 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根据年度合并会计报表附录，决定2003年现金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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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 练习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波士顿公司2009年和2010年收益表数据如下：

2009年 2010年

净销售额 2,610,000 1,936,000

已售商品成本 1,829,600 1,256,400

销售费用 396,800 350,000

管理费用 234,800 198,400

所得税 57,600 54,000

类似圖表 17.2对利润表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析。评论这一分析的结果。

练习B: A公司从事以下三个独立的交易：

• 购买商品支出240万美元。
• 用现金240万美元购买机器。
• 发行股票收到现金240万美元。

a. 计算各项交易后的流动比率，假设目前的资产为320万美元，交易前的流动比率为1:1。

b. 重复（a）假设目前的比例为2:1。

c. 重复（a）假设目前的比例为1:2。

练习C: A公司拥有年销售额是3,680,000美元。平均应收账款净额为920000美元。

a. 应收账款的平均收款期是多少天？

b. 如果在营业额不减少的情况下，应收账款周转率增加到6，则有多少资金将投资于应收账
款？

练习D: 哥伦比亚公司有下列选定的2009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净现金是由经营活动产生
的

净销售额 1,800,000

已售商品成本 1,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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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费用 315,000

收入净额 195,000

总资产 1,00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25,000

计算现金利润。

练习E： 从下面的部分收益表，计算当期的存货周转率。

练习F: 东方公司的净销售额为3,520,000美元，毛利为1,496,000美元和经营费用的904,000
美元。（所有作业）总资产为3,080,000美元。计算东方公司的经营性资产回报率。

练习G: 尼尔森公司2010年的股东权益总额2,400,000美元。其2010年的净利润为640,000美
元宣告发放106,800美元的股息。计算2010年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假设没有发行在外的优
先股。

练习H: 公司在2010年1月1日的已发行普通股60,000股。在2010年4月1日，发行20,000额
外股份以换取现金。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利润在2010年是60万美元。该公司应该对外列
报的每股收益的多少？

练习I: 史密斯公司2011年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800,000股。 3月31日，发行96,000股股
份，以换取现金，并于9月30日，回购了80,000股股票换取现金。计算本年发行在外的普通
股加权平均数。

练习J：A 公司在2009 年的每股收益为2 美元（2,400,000/1,200,000股），年末有
1,200,000流通股。2010年，该公司获得7,680,000美元的利润，在9月30日发行320,000股
普通股，并于2010年12月31日分发100％的股票股利。计算2010年的每股收益，调整2009
年将在2010年年度报告中列报的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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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K: A公司支付的利息是32,000美元，缴纳的联邦所得税88,000美元，并有净利润（税
后）112,000美元。利息保障倍数是多少？

练习L: 约翰公司20,000股股票的面值是每股600美元，优先股股息率为8％。税后净利润为
5,760,000美元。每股市场价格为720美元。

a. 优先股股息保障倍数是多少？

b. 假设宣告的股息均能发放，优先股股息收益率是多少？

练习M: A公司拥有加权平均普通股80000股的面值是320美元。可供普通股股东的收入金额
为80万美元。目前市场价格每股720美元。计算的每股收益和市盈率。

17.5.7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台织布机公司的比较利润表（2010年和2009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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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章所讲述的水平分析和垂直分析法分析织布机公司的财务报表。在（a）中讨论分析结
果。

问题B 迪尔公司生产，销售和运营全方位的农业装备，各种工业设备，建筑，林业，公共工
程，以及各种草坪和庭园护理设备。该公司还为企业和广大市民提供信贷，医疗保健和保险
产品。请参考迪尔公司2000年年度报告中的以下信息：

（百万元）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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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12,791 13,822 11,751 13,137

已售商品成本 8,481 9,234 8,178 8,936

毛利率 4,310 4,588 3,573 4,201

营业费用 2,694 2,841 3,021 3,236

净营业收入 1,616 1,747 552 965

a. 以1997年为基期，编制报表进行趋势百分比分析。

b. 对a中趋势分析的结果进行评论。

问题C 以下为玩具公司的数据：

12月31日

2011年 2010年

坏账准备 72,000 57,000

待摊费用 34,500 45,000

预计负债 210,000 186,000

A银行现金 1,095,000 975,000

应付职工薪酬 0 37,500

应付账款 714,000 585,000

库存商品 1,342,500 1,437,000

应付债券，2005年发行 615,000 594,000

有价证券 217,500 147,000

应付票据（6个月） 300,000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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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907,500 87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92,000 180,000

a. 在两个资产负债表日，分别计算营运资金。

b. 在两个资产负债表日，计算流动比率。

c. 在两个资产负债表日，计算速动比率。

d. 在两个资产负债表日，计算现金流周转率。

e. 对公司的短期财务状况进行简要评论。

问题D 2011年12月31日，下列交易完成之前能源公司的流动比率为3:1：

• 购买的商品。
• 支付于2011年11月15日宣布的现金股息。
• 出售设备收到现金。
• 暂时投入资金用于买卖证券。
• 出售过时的商品。
• 发行10年期国债。
• 核销商誉增加留存收益。
• 用现金购买存货。
• 用现金购买土地。
• 没有支付货款的商品退回。
• 核销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金额小于备抵账户的余额。
• 接受客户签发的一个90天的票据，抵消客户的应收账款。
• 宣布发放普通股股票股利。

每项交易都独立于其他交易。

a. 指出的营运资金数额是否会增加，减少或不会受到这些交易的影响。

b. 指出流动比率是否会增加，减少，或不受这些交易的影响。

问题E 数码公司的净利润为50万美元，经营性资产为2,000,000美元。

其净销售额为400万美元。

会计师为计算公司经营性资产回报率，先计算了销售净利率和经营性资产周转率。

a. 进行会计师的计算。

b. 说明每一个下面的变化是否会引起营业利润率和营业额增加或减少。然后确定经营性资产
的实际回报率是多少。业务不是相互关联的;每项交易都单独考虑，盈利能力从最初发生时
算起。没有其他业务发生。

（a）销售增加了160,000美元。营业收入的金额并没有变化，经营资产的也没有变动。

（b）管理在生产过程中节约了一些成本。减少的经营费用为40,000美元。节约的成本源于
使用较少的材料来制造同样数量的货物。其结果是，平均库存为16,000美元，比原来没有发
生节约时低。营业收入并没有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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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公司投资80,000美元的现金（收到的应收账款）用于购买一块土地，计划在将来使
用（非经营性资产），收入并没有受到影响。

（d）联邦所得税税率增加，导致尚未支付的税收所得税费用增加20,000美元。

（e）本公司发行的债券，所得款项用于购买40万美元的用于生产经营的机器。利息是每年
20,000美元。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0,000美元（净销售额并没有改变）。

问题F 宝丽来公司向全球市场设计，制造即时照相机和电影，电子影像记录设备，传统的电
影，和光偏振滤镜和镜头。以下是宝丽来的信息：

（百万元） 2000年 1999年

净销售额 13,994 14,089

利息及税项前的收入 2,310 2,251

净收入 1,407 1,392

利息费用 178 142

股东权益（于1998年12月31日，3988美元） 3,428 3,912

普通股，每股面值1元，12月31日 978 978

计算2000年和1999年的以下数据。然后比较和评论。

a. 普通股每股收益。

b. 销售净利率。

c. 平均普通股股东权益的净收入。

d. 利息保障倍数。

问题G 华特·迪斯尼公司经营的产品范围从主题公园和度假村广播和其他创造性的内容。下列
是华特·迪斯尼公司在2000年的资产负债表和补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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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收入920美元。
• 利息及税项前的收入是3,231美元.
• 商品销售成本为21,321美元。
• 净销售额为25,402美元。
• 在1999年9月30日，库存为796美元。
• 总利息开支为每年598美元。

计算以下比例，并列出您的计算过程。除非提供必要的信息通常涉及如平均股东权益，年终
数额的计算使用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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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流动比率。

b. 平均普通股股东权益的净收入。

c. 存货周转率。

d. 应收账款周转期（假设2000年的365天）。

e. 普通股每股收益（忽略库藏股票）。

f. 利息保障倍数。

g. 股权比例。

h. 销售净利率

I. 总资产周转率

j. 速动比率

问题H 库珀公司目前使用的是先进先出法来计算库存，但考虑在年末关账之前切换到后进先
出法。选择的数据是：

商品库存，1月1日 1,430,000

流动资产 3,603,600

总资产（经营） 5,720,000

已售商品成本（FIFO） 2,230,800

商品库存，12月31（LIFO） 1,544,400

商品库存，12月31（FIFO） 1,887,600

流动负债 1,144,000

净销售 3,832,400

经营费用 915,200

a. 假设公司将继续使用FIFO，计算流动比率，存货周转率，经营性资产的回报率假设公司。

b. 重复第（a）假设该公司采用后进先出存货的方法调整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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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 替代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替代问题A 某钢铁企业2010年和2009年的比较合并利润报表，比较合并资产负债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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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圖表 17.1和圖表 17.2对财务报表进行水平分析和垂直分析。

b.对（a）部分所得到的结果进行评论。

替代问题B 福特汽车公司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汽车和卡车生产企业，并且在美国最大的金融服
务提供商的行列之中。以下信息来自福特：（单位：百万美元）

（单位：百万美元）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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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118,017 135,073 141,230

已售货品成本 104,616 118,985 126,120

毛利率 13,401 16,088 15,110

营业费用 7,834 8,874 9,884

净营业收入 5,567 7,214 5,226

a.以1998年为基准年，对每个项目运用趋势百分比法进行分析。

b.对（a）部分的趋势进行评论。

替代问题C 下面是时钟公司的备抵呆帐的数据：

12月31日

2011年 2010年

应付票据（90天到期） 75,200 60,000

商品存货 240,000 208,000

现金 100,000 128,000

有价证券 49,600 30,000

预计负债 19,200 22,000

应收账款 188,000 184,000

应付账款 112,000 72,000

坏账准备 24,000 15,200

应付债券，2008年发行 156,000 160,000

待摊费用 6,400 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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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60,000 40,000

a. 在两个资产负债表日，分别计算营运资金。

b. 在两个资产负债表日，计算流动比率。

c. 在两个资产负债表日，计算速动比率。

d. 在两个资产负债表日，计算现金流周转率。

e. 对公司的短期财务状况进行简要评论。

替代问题D 郁金香产品公司，在2010年12月31日完成如下交易前的流动比率为2:1：

• 出售建筑物获取现金。
• 以旧设备换取新设备。 （不涉及现金）。
• 宣派优先股股息。
• 出售商品（获利）。
• 退休按揭票据将在2011年到期。
• 向普通股股东发放股票股利。
• 用现金购买专利。
• 现金暂时投资于政府债券。
• 用现金购买存货。
• 核销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量是小于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备抵账户。
• 支付先前宣告发放的优先股股息。
• 用为期两年的承兑票据购买了一台电脑。
• 回收应收账款。
• 从银行借来120天的承兑票据。
• 向客户贴现包含利息的票据。

所有的交易都独立于其他交易

a. 指出营运资金数额是否会增加，减少或不会受到这些交易的影响。

b. 指出流动比率是否会增加，减少或不受这些交易的影响。

替代问题E 以下数据来自三家公司：

a. 能够确定对于每一个公司的营业利润率、经营性资产的营业额和经营性资产的回报率。

b. 在随后的一年当中，发生了以下变化（其他方面没有发生变化）：

公司1新买了一套成本为156,000 美元的机械，净营业额同比增长12,480 美元，净销售额同
比增长249,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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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出售了一些正在使用的但是相对来说生产性能不高的设备，该设备的账面销售价值为
624,000美元，由于销售了该设备销售收入下降了312,000美元，经营性收入下降了6,240美
元

公司3用6,240,000美元收购了一些零售网点。结果是销售额增长了9,360,000美元，营业额
同时增长了499,200美元。

• 哪个公司在以下项目中的变化最大：

A.经营利润率？

B.经营性资产的周转率？

C.经营性资产的回报率？

• 哪一个实现了最大的经营收入的变化？根据经营性资产的回报率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

替代问题F 麦考密克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香料生产公司之一，生产多样化的特色食品。以下
信息是麦考密克公司的数据：

2000年 1999年

（千美元）

净销售额 2,123,500 2,006,900

息税前收入 225,700 174,700

收入净额 137,500 98,500

利息费用 39,700 32,400

股东权益 359,300 382,400

普通股，无面值，11月30日 175,300 173,800

假设平均发行在外普通股2000年和1999年分别为69,600和72,000元（以千计）。

计算2000年和1999年的以下数据。然后比较和评论。假设股东权益1998年是388100美
元。

a. 普通股每股收益。

b. 销售净利率。

c. 平均普通股股东权益的净收入。

d. 利息保障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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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问题G 参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在CAD / CAM / CAE软件工具行业的顶级供应商，是自
动化制造公司。下列是2003年合并资产负债表和补充数据：

• 净亏损（3,980美元）。
• 利息及税项前亏损（4,700美元）。
• 商品销售成本为244,984美元。
• 净销售额为928,414美元。
• 总利息开支为每年367美元。
• 加权平均发行在外普通股，273,081。

782



计算以下比例，并列出你的计算过程。除非提供必要的信息通常涉及如平均股东权益，年终
数额的计算使用平均值。

a. 流动比率。

b. 平均普通股股东权益的净收入。

c. 存货周转率。

d. 应收账款周转期（假设2000年的365天）。

e. 普通股每股收益（忽略库存股票）。

f. 利息保障倍数。

g. 股权比例。

h. 销售净利率

I. 总资产周转率

j. 速动比率

替代问题H 纸张问题公司正考虑在年度关帐之前对其库存的计量从先进先出法变更为后进先
出法在公司在年度关帐之前。1月1日商品库存为864000美元。以下是在年底编制调整后的
试算表的数据：

商品库存，12月31（FIFO） 1,008,000

流动负债 720,000

净销售 2,520,000

营业费用 774,000

流动资产 1,890,000

总资产（经营 ） 2,880,000

已售商品成本 1,458,000

如果变更为后进先出法，12月31日商品库存将是90万美元。

a. 假设公司将继续使用FIFO,计算流动比率，存货周转率，经营性资产回报率。

b. 重复（a）,假设该公司变更为后进先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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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 超越数字——批判性思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商业决策A 达令公司2010年12月31日和2011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比较资产负债表

2011年12月31日，2010年12月31日

（百万美元）

2011年 2010年

资产

现金 480,000 96,000

应收账款净额 86,400 115,200

商品存货 384,000 403,200

固定资产 268,800 288,000

总资产 1,219,200 902,400

负债及股东权益

应付账款 96,000 96,000

普通股 672,000 672,000

留存收益 451,200 134,400

总负债及股东权益 1,219,200 902,400

您的评论比较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确定以下内容：

a. 2011年净利润是多少假设没有支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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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0至2011年的现金余额大幅增加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c. 达令公司资产的两大主要来源是什么？

d. 你会用什么其他的比较程序完成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吗？

商业决策B 米勒制造公司的内部审计师，现正检讨公司的信贷政策。以下信息是从米勒2008
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年度报告中摘录的：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应收

账款
1,080,000 2,160,000 2,700,000 3,600,000

净销

售收

入

10,800,000 13,950,000 17,100,000 19,800,000

管理层要求您在您的报告中进行计算和分析如下：

a. 如果现金销售占30％的所有销售及信贷条款都是1/10，N/60，确定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应
收账款周转期（应根据年末应收账款和信用销售净额）。

b. 该公司的信贷政策有效吗？

商业决策C 温迪王子向你咨询他有可能投资的有三个公司（苹果公司，贝克公司，或Cookie
公司）准备购买其普通股。三家公司的股票大约以相同的价格出售。三家公司的长期资本结
构的选择如下：

苹果公司 面包公司 饼干公司

利率为10％的债券 2,400,000

股息率为8％的优先股 2,400,000

每股面额10元的普通股 4,800,000 2,400,000 2,400,000

留存收益 384,000 384,000 384,000

股权合计 5,184,000 5,184,000 5,184,000

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480,000 240,000 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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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已经咨询了两家投资顾问。一位顾问认为，每家公司每年将获得息税前收入30万美元。
其他顾问认为，每家公司将获得息税前收入为960,000美元。王子要求你写一份报告，说明
以下几点：

a. 计算以下每个数据，根据第一和第二顾问所作的估计。

（a）假设40％的税率,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利润。

（b）普通股每股收益。

（c）总股东权益回报率。

b. 王子应选择哪只股票，如果她相信第一个顾问的预计？

c. 在使用或不使用长期债务的情况下，哪个公司对于股东（普通股和优先股）来说更好？

年报分析D 以下财务数据摘自电器公司的年度报告中的摘要信息，以提交给对管理有兴趣的
人士进行评论：

电器公司

财务数据

（千美元，每股数据除外）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净销售

额
3,049,524 3,372,515 2,987,054 3,041,223 2,970,626

销售成

本
2,250,616 2,496,065 2,262,942 2,339,406 2,254,221

所得税 74,800 90,200 38,600 15,900 44,400

持续经

营收益

（亏

损）

（14,996） 151,137 51,270 （8,254） 79,017

持续经

营收益

（亏

损）

与销售

收入百

分比

（0. 5％） 4.5％ 1.7％ （0.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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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持

续经营

收益

（0.14） 1.4 20.48 （0.08） 0.75

每股股

利
0.515 0.50 0.50 0.50 0.50

发行在

外的平

均股数

（千）

107,062 106,795 106,252 106,077 105,761

营运资

金
543,431 595,703 406,181 452,626 509,025

固定资

产累计

折旧

102,572 110,044 102,459 94,032 83,352

添置固

定资产
152,912 84,136 99,300 129,891 143,372

总资产 2,125,066 2,504,327 2,469,498 2,501,490 2,535,068

长期借

款
536,579 663,205 724,657 89,232 809,480

资产负

债率
45.9％ 50.7％ 60.0％ 58.7％ 45.9％

普通股

股东每

股净资

产

6.05 6.32 5.50 9.50

a. 作为债权人，你认为管理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前面的项目中的哪一个信息将有助于债权人
在判断管理层的表现呢？

b. 作为一个投资者，你认为管理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前面的项目中的哪一个信息将有助于投
资者判断管理层的表现吗？

c. 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可能被视为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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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项目E 选择一个班里同学们想要了解的公司，获得该公司的财务报告。两三个学生组成
一组，计算出该公司的流动性，稳健性，盈利性，市场测试比率。每个组应该选择一个发言
人告诉班里其他同学的计算结果。最后，班里同学根据该组同学计算出的比率决定是否投资
于这家公司。

小组项目F 两三个学生组成一组，去图书馆，并试图找到Dun＆Bradstreet公司的行业规范
和主要业务比率。您可能要向参考馆员请求帮助，以了解该图书馆的产品。如果不能在这家
图书馆种询问出结果，则询问是否可以通过其他学校的图书馆。 （显然，如果你不能获得这
些资料，你就不能做这个项目。）然后选择并获得您所选择的公司的最新年度报告。确定公
司的SIC代码（代码表示行业在该公司工作）。 SIC代码是特定公司的代号，可能是图书馆的
电子源。作为替代方案，你可以调用公司的家庭办公室，询问其SIC代码。年度报告通常包
含公司的电话数。从年度报告，确定该公司的各种比率，如流动比率，债务权益比，销售利
润率。然后将这些比率与邓白氏公司提供的行业标准进行比较，给你的老师写一份报告，总
结你调查的结果。

小组项目G 两三个学生组成一组，得到您所选择的公司的年度报告，了解它们的主要部分以
及各项目列报的顺序。为了强调最有用和最重要的信息你会建议改变列报顺序呢？如果是这
样，怎么改？然后介绍了一些在每个部分具体的有用信息。说明年度报告使用者按照你的方
法理解报告的可信度。例如，如果这样的讨论出现在您所选择的年度报告，考虑到公司的前
景，你是否会对出现在给股东的信中的所有信息都非常的信任？给你的老师写一份报告，总
结你的调查结果。

17.5.10 使用互联网---现实世界中的视图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公司，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kodak.com

通过在屏幕上选择后，找到近两年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计算所有的章节中所示的比例的
数据。根据本章介绍的Synotech 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给你的老师你的计算结果和对两
家公司的业绩发表评论。通用电气公司，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ge.com

通过在屏幕上选择后，找到近两年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计算所有的章节中所示的比例的
数据。根据本章介绍的Synotech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给你的老师你的计算结果和对两
家公司的业绩发表评论。

17.5.11 自我测试的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1. 正确。财务报表分析包含运用财务报表分析工具和技术及其他相关到财务报表中，还有
从其他途径中获取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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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错误。水平的分析提供了有用的信息的变化，通过同一家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
的几个时期期间的比较财务报表。

3. 错误。共同比报表只显示百分比数字，如总资产的百分比或者净销售额的百分比。
4. 正确。流动性比率，如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表明公司的短期债务支付的能力。
5. 正确。权责发生制下的纯收入是损益表上显示的是没有现金基础的收入，并不表示现金

流量。
6. 正确。分析师在分析公司时必须使用不同时期或不同项目的可比数据进行比较。

多项选择题

1. b.流动资产：USD136,000+ USD184,000+USD64,000+USD244,000+12,000=
USD640000

流动负债：USD256,000+ USD64,000=USD320,000

流动比率：USD640，000/320，000= 2:1

2. c.速动资产：USD136,000++USD184,000+ USD64,000= USD384,000

流动负债：256,000+64,000= USD320,000

速动比率：USD384，000/320，000= 1.2:1

3. a.销售净额：

USD4,620,000

平均应收账款：(USD720，000+USD960，000)/2= USD840，000

应收账款周转率：USD4，620000/USD840，000= 5.5

4. c.已售商品成本：USD3,360,000

平均存货：(USD900，000+1020000)/2= USD960，000

存货周转率：USD3，360,000/USD960，000= 3.5

5. b.利息及税项前的收入:72万美元

债券利息：192,000美元

利息保障倍数：72万美元/192,000美元=3.7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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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8 管理会计的概念/作业成本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学习目标

学习本章后，你应该能够：

• 比较和对比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
• 描述产品成本的基本组成部分。
• 说明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之间的差异。
• 比较供应商和制造商的财务报告，并编制产品成本列表，损益表，制造商的资产负债

表。
• 说明公司的成本流动模式。
• 比较和对比不同的生产方法和会计制度。
• 详细说明作业成本流动，并确定作业成本。
• 解释如何和为什么预定费用率的计算。
• 描述吸收成本法和可变成本法下的净收入的差异（附录）。

一位经理人的视角

Ann Francis 经理

消费者事物管理部门

可口可乐公司

无论学生怎样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涯，尤其是当他们的能力达到管理层的水平时，就不可避免
地就会有财务责任。作为一名管理者，我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会计信息使决策和处理信息流
更加游刃有余。

例如，我管理部门预算，我的职责就是追踪现金流的流入和流出，以确保预算的适当管理。
我跟踪我们所有的发票，然后将它们对应到我们从会计那拿到的“甲板”报告上。我也会为我
们的部门申请供应，而这些也需要记入预算中。

我们每年审视我们的部门过去的支出和我们的预期支出，然后再建立明年的预算。在这一点
上，我们也做出决定，如购买新的电脑设备，那些计划也归入资本经营预算工作。

除了一般行政部门，我也负责一个叫做 “可口可乐关怀”项目，1992年成立一个雇员热线，为
员工提供渠道来报告他们在市场中发现的任何问题，例如破损的自动售货机或不正当地使用
我们的商标。我依靠基于收到的呼叫数量的增加或减少的报告来评估如何改进。

我管理的另一小组是促销服务，以帮助可口可乐联营公司的市场调研和客户服务项目的一个
内部服务。由于独立的电话营销服务非常昂贵的，这个系统是使我们能够保持为可口可乐客
户最优质的服务的经济可行的途径。

你有没有想过启动或运行一个企业，或者你知道有人这么做了么？你有没有考虑为一个非营
利性组织提供管理技能？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已经意识到正确的决定是建立在良好的信息基
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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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可以帮助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定。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是关于商品和服务的成本，
产品是否是有利可图的，是否要为一个新的创业进行投资，以及如何预算。比较实际业绩计
划的表现，并有利于其他许多重要的决定组织成功的关键决定。

在这本书的其余章节侧重于管理会计。本章提供了一个管理会计的概述，定义了成本计算，
并说明了如何确定像一份工作一样的特定类型产品的成本。

18.1 比较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财务会计提供的是财务信息，主要是供外部使用，管理会计信息是供内部使用。通过对组织
的金融活动的报告，财务会计提供投资者和债权人所需要的信息。

大多数的管理决策需要比外部财务报告所提供的更详细的信息。例如，在其外部的财务报表
中，大型企业，如通用电气公司展示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单一的库存金额。然而，经理人需要
更详细的有关几百产品的每个成本。

下面的表格中我们将列示出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基本不同：

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

使用者

信息的外部使用者——通常是

股东、金融分析师和债权人
信息的内部使用者——通常是管理者

能够被普遍遵守的会计原则

必须被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
不必被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只要能评

估确定内部成本/收益就足够了。

未来与过去

利用历史数据
可能利用对未来预算和决策制定的评

估。

详细介绍

介绍汇总的数据，成本，收入

和利润。
关于产品更详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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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设计信息系统，为多种目的提供信息。在组织中职位较低的一
些人需要详细信息，但没有大图片提供公司的损益表。然而，高层管理者需要看大的图片。

你会使用在你的职业生涯中的会计信息。因此，你需要对会计有足够的了解来获得决策需要
的信息。

管理会计面临涉及伦理的很多选择。例如，经理负责如净收入实现财务目标。没有完成这些
目标的经理人可能会失去他们的工作。如果一个部门或公司实现财务业绩目标有困能，经理
人可能受到诱惑操纵会计数字。

在管理会计师道德行为的标准中，管理会计师公会（IMA）规定，管理会计师有责任保持道
德行为的最高水平保持专业能力，避免泄露机密信息，并在他们的工作中保持完整性和客观
性。

这些准则建议面临着伦理冲突的人，按照公司既定的政策，处理这种冲突。如果政策不能解
决这冲突，会计师应考虑讨论越过直管上司，报告给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在极端情况下，
会计师可能没有别的选择除了辞职。

18.2 采购商与制造商会计：成本概念的差异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成本是为实现既定目而使用或放弃资源的财务指标。产品成本是公司分配给单位产品的成
本。产品成本，是生产产品的成本，如，汽车；在一家餐馆吃饭的决策和服务的成本;或大
学某节课的教学成本。

制造企业使用最复杂的产品成本计算方法。为了确保您了解在制造企业如何和为什么进行产
品成本核算，我们使用了许多制造公司的例子。然而，因为你的职业生涯可能在服务或销售
公司，我们也使用非制造业的例子。

道德视角：高压销售策略与创造性会计
最常见的金融诈骗案产生于收入记录。例如，经理或会计员在第一年末记录一

笔销售，其实，销售是在第二年发的。这笔销售及其利润出现上年度财务报

表，而不是第二年的财务报表上。Comserv作为著名公司可提供这种类型的欺

诈例子。

Comserv是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为公司安装特定软件。Comserv记录软件安装

的收入如下：首先，它在客户签订合同时记录部分收入。其次，在完成全部软

件的安装后记录其余的收入。这种做法符合一般公认的外部报告和公司内部报

告政策的会计原则。

使 用这种方法，销售人员通过奖励施压客户，使他们在本会计年度前签署合

同。Comserv的外部审计师和证券与交易委员进行随后的调查会发现一些欺诈

活动。 例如，员工会回溯记录签署的合同，将第2年01月28日签署合同，视同

于第1年12月28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会计年度结束为12月31日）。

Comserv 销售人员还说服客户在每个会计年度之前签订软件安装合同，同时提

供一份单方协议，允许客户在稍后的日期中从这笔交易中撤出。由于单方协

议，公司不应该在签 订合同时记入收入但还是记入了。Comserv应该等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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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不能撤销合同时在记录收入。会计部门在不知道单独方达成的协议的情况

下在合同签订时记录了 收入。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指控Comserv的许多人员参与了诈骗活动，包括销售

人员和会计师也在不知不觉中也支持了这些活动。最终，这些人被证券和交易

委员会指控犯有欺诈行为，该公司也由另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接管。

作者的研究是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和法庭证词而来。

在制造企业，产品的成本有三个成本要素：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

直接材料是制造过程中用到的未经处理材料。直接材料是仅被应用到生产的产品中并能清楚
地追溯至特定产品中。例如，铁矿石是一家钢铁公司的直接材料，因为铁矿石显然是可追溯
至成品产品中，即钢材。反过来，钢铁成为汽车制造商的直接材料。

有些材料（如用于制造家具的胶和螺纹）可能成为产成品的一部分，但是追踪这些材料到特
定产品中将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样材料被称作间接材料或间接供应，包括在制造费用中。间
接材料是在产品制造中使用却没有实际意义的材料，可直接追溯到生产的产品。间接材料是
开销的一部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直接人工，直接人工成本包括所有员工的劳动成本，实际上是对材料的加工使其转换为产成
品。类似于直接材料成本，产品的直接人工成本只包括那些人工成本可明显追溯至，或易于
识别到产成品中的。支付给建筑工人、比萨饼送货司机、电子公司的装配工的工资都是直接
人工的例子。

许多员工收到的工资税，抚恤费，带薪休假都是附加利益。这些福利成本显著增加了直接劳
动小时工资率。

一些企业将直接劳工视为福利成本。如果将他们溯到产品中十分困难，一些公司就将附加利
益包括在费用中。

一些劳动力成本（例如，材料处理，保管工人以及监督人员的工资）解释为间接劳动成本，
因为追溯这些成本到产品中代价太大。这些间接劳动力成本是费用的一部分。间接人工由不
能或没有现实意义追溯到产品中的成本构成。

一家制造公司的费用，费用通常被称为制造费用。 （你也可能看到制造费用的其他一些名
字，如工厂间接成本，或者工厂的负担。）服务公司叫做服务的开销，建筑公司叫做建设开
销。一些公司可能只统称为费用，而不是具体指定为制造费用，服务费用，或施工费用。有
些人混淆制造费用与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费用是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一部分，而销售成
本产生于销售活动，管理费用产生于经营管理。

一般情况下，费用是指除了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外那些归类为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所有费
用。 （有些服务机构有直接人工，但没有直接材料。）在制造公司，制造费用，包括所有的
制造成本除作为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的费用外。制造费用成本必须发生，但不能或不会直接
追溯到生产的具体产品上。除了间接材料和间接人工，制造费用还包括折旧和维修机器和工
厂效用成本。圖表 18.1更多关于制造费用。

销售成本，销售成本是发生在获得客户的订单，并将产成品销售到客户手中的成本。广告，
市场研究，销售人员的薪金及佣金，以及产成品运输与存储的费用都是销售成本。运输和储
存产成品的成本之所以是销售成本，是因为他们是在生产完成后产生。然而，存储材料的成
本是制造费用的一部分，而储存产成品成本是销售成本的一部分。记住，零售商，批发商，
制造商和服务机构都会有销售费用。

793



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是非制造成本，包括高级的行政管理职能与许多人员部门的成本，如会
计，数据处理和人事部门。管理人员的工资，文员的工资，办公费用，办公室租金，捐赠，
研究和开发费用以及法律费用都是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一样，所有的组织都有管理费用。

公司还分类成本为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产品成本是发生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这些成
本包括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期间费用与时间段更密切相关，而不是单位产品。出于这个原因，公司费用在它们产生期间
（从收入中扣除）期间费用。会计师将所有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视为期间费用进行对外财
务报告。

圖表 18.1 制造费用

为了说明，假设某公司支付其销售经理固定工资。即使经理可以通过工作项目，在以后会计
期间为公司带来收益，但销售经理的工资开支在此期间发生，因为费用不能追溯至特定产品
的生产。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尽许多服务机构有存货。例如，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都有尚

未向客户收取的库存工作。服务公司的存货的有形性低于制造企业。存货代表

已进入了工作的时间和人才。在服务公司，这包括工作论文和文件，或者干脆

是做这项工作的人的想法。

18.3 制造企业的财务报告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你们中许多人将在制造企业工作，或为他们提供服务。其他零售或服务机构与制造商进行商
业交易。本节将帮助您了解制造公司如何工作，以及如何读取其内部和外部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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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拥有一个自行车商店销售自行车及向客户推销配件。要确定您的盈利能力，你应从你
的销售总额中扣除自行车与配件的成本作为已销售商品的成本。不过，如果你拥有自行车制
造公司，你已销售产品成本应以生产的自行车成本为根据。制造商品成本的会计处理是比通
过商品采购待销售商品成本更复杂。

也许采购商和制造商之间的最重要的会计差异涉及到在其活动的性质的差异。一个采购员采
购产成品准备出售。另一方面，制造商必须购买原材料和使用生产设备和雇员的劳动转化原
材料为产成品。

因此，采购商只有一种类型的存货——库存商品，然而制造商有三种类型——原材料，在产
品，产成品。与一种存货账户相比，三种不同的存货账户更能体现存货在产品不同阶段的成
本。在圖表 18.2中，你将看到存货成本在制造企业和采购企业中流动的不同。

我们在圖表 18.3中将制造企业损益表中销售产品成本部分与采购企业损益表中的相同部分进
行对比。有两个显著的不同在销售商品成本的部分：（1）待销售的商品在采购商那看作是
库存商品，在制造商那看作是产成品，（2）采购商采购商品的总成本相当于制造商生产产
品的总成本。

圖表 18.2 存货成本流动的对比

圖表 18.3 商品成本比较

产品成本清单提供了在损益表中记录的产品成本。（见圖表 18.3中产成品1,100,000美元的
成本。）在这个表中有两个最重要的数字，即生产成本和产品的生产成本。要小心，不要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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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生产成本和制成品成本相互的关系以及商品成本。在圖表 18.4中我们描绘了这些概念之间
的关系。

生产成本包括期间投产的所有资源的成本。产品生产成本包括期间所有完成商品的成本。它
包括生产成本加上期初在产品减去期末的在产品库存。商品成本包括产成品成本加上期初的
产成品减去期末的产成品。

看圖表 18.5，为Farside制造公司2010年生产的商品成本的清单。Farside制造公司是生产
日历和书籍的。

注意清单是如何披露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的，清单汇总这三项费用作为期间的生
产成本。当加入期初的在产品减去期末的在产品我们就获得了生产产品成本。商品成本并没
有出现在此清单中，但会出现在利润表中。

使制造商的利润表相对财务报表的读者更容易理解，会计师在产品生产成本清单中不显示所
有的细节。下一页的，我们将列出Farside制造公司的损益表。请注意，在表142中损益表与
产品生产成本清单的关系。

圖表 18.4 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商品成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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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8.5 生产产品清单

生产产品成本出现在损益表中的商品成本部分。在采购商的损益表中生产产品成本将出现在
同样的地方表示采购所花费的。我们将生产产品成本加到期初产成品可获得可供出售商品成
本。这类似于采购商将购买费加到期初库存商品中获得可供出售商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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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8.6 制造商的损益表

当财务报表对外公布时，通常会简化损益表。这些简化的报表只会列示圖表 18.6中右侧的项
目和金额，而不是左侧的细节。

与采购商在资产负债表中只列示一种存货项目不同，制造商的资产负债表中会代表性地分别
列示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一个制造商的资产负债表中会很详细地列示它的财产，厂房
和设备，因为这些都是它很重要的资产。

18.4 普遍的成本计算模式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通常情况下，在生产过程中企业要将成本流与产品的实物流相匹配，就是圖表 18.7所列示的
一样。他们将从供应商那获得的原材料存放入材料库房。同时他们记录 这些原材料购买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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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当它们被用到生产中时，这些材料就从材料库房运到生产部门，并且它们的成本将被
记录到这些生产部门，如同圖表 18.7列示的一样。

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工人和设备的加工变成了产品的一部分。在生产的任何时候，这些被生
产了一半的产品统称为在产品。例如，在企业有为完工的产品时，如果会计人员在年末计算
存货，这些存货就是在产品。

已经完工的产品被称为产成品。当产品生产完成并被运送到产成品库房是，企业要将它们的
成本从在产品转记到产成品。当产品被销售后，企业要将相关的成本从产成品转记到商品成
本。

圖表 18.7 实物流与现金流

圖表 18.8 生产活动和会计系统类型

在大多数公司中，会计的成本流是与生产的实物流相匹配。一些公司应用了可选择性的，我
们将在第20章进行介绍。这一章和下一章，我们都假设成本流是跟随产品的实物流的。

在产品成本讨论中，我们描述了会计人员和经营人员是如何将成本分配到产品中的。回想产
品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服务，所以这个讨论既适用于服务和采购公司同样也适用于制造公
司。

在圖表 18.8中，我们介绍不同的公司根据其生产的产品选择不同的会计系统。首先，生产单
一、唯一产品的公司利用工作生产成本（也叫做工作订单成本）。例如建筑公司和咨询公司
就是成产单一产品并利用工作生产成本。

其次，一些公司，像家具公司，批量成产产品。他们生产一种产品的所有零件在一个批次
中。（例如，咖啡桌）然后他们才可能生产另一种产品的零部件（例如，起 居室配套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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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新的批次中。（一些综合的食物服务公司准备正餐就是利用这种方式。）这些公司利
用工作成本会计来计算每一批次的成本。

圖表 18.8中的最后两种生产类型利用了过程成本核算方法，这将在第19章进行介绍，所以
这里我们只给出简单的概述。重复生产适用于自动化设备生产，它使人工操作最小化。汽车
装配厂，自行车装配厂和电脑装配厂就是重复式生产。

流水线生产与订单生产截然相反。公司利用分步重复方式生产通知产品。公司利用分步成本
会计在涂料生产，面粉生产和炼油生产中。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美国的汽车公司的工程师认为，日本制造商制造的汽车远远不如美国同行的

车。当医疗保健费用报销时，许多医院蓬勃发展，当他们与健康维护组织竞争

时，他们就要面对陷入困境的金融。这些组织需要更好地了解了他们的成本。

这是简单的。公司与竞争对手了解和控制成本是竞争力。

18.5 订单生产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作业成本系统（作业成本）计算成本的发生是根据单个的商品。当他们可以识别单独的产
品，或当他们生产的商品，以满足客户的特殊需要，公司一般采用作业成本系统时。

谁在使用作业成本？例子包括家庭的建设者，为每个客户设计特定的房屋和分别为每个作业
计算成本，及膳食供应商分别计算每个宴会的费用。咨询，法律，公共会计事务所利用作业
成本来衡量每个客户的服务成本。议案图片，印刷等行业的生产，特定的订单使用作业成
本。医院还利用工作成本，以确定每个病人的护理费用。

假设创意打印机公司是由一组学生利用桌面出版去生产专业书和使用说明书。创新的打印机
使用作业成本。创意打印机追溯应用到每个订单上的时间和材料（主要是纸张）。

该公司通过比较每个作业的成本与收到的收入来确定这项订单是否是盈利的。有时公司获
悉，某些工作考虑他们可以收取的价格过于昂贵。例如，创意打印机近日获悉，食谱是不盈
利的。另一方面，打印指令手册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此该公司一直专注于说明书的市场。
为了说明作业成本系统，本节介绍创意打印7月份的交易。

在7月1日，创意打印有这些期初存货：

原材料 $20,000

在产品（订单号106：直接材料，$4,200；直接人工，

$5,000；费用，$4,000；）
13200

产成品（订单号105）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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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已完成订单105号，一套园艺书籍，但并没有运送他们到客户手中在6月30日之前。他
们还有订单106号，一套计算机软件的使用说明书，7月初未完工并在7月完成。他们开始订
单107号，为东南亚游客的旅游指南，在七月，但7月还没有完成它。

后续的汇总和日记条目记录这些交易。在圖表 18.9中，我们通过账目和期初余额来列示成本
流。

圖表 18.9 创意打印公司的作业成本流

7月份，创意打印公司的账面上原材料共花费了25,000美元。这些花费包括直接材料，例如
纸张，和间接材料，例如打印供应和电脑供应。

7月份中，创意打印公司从原材料库存应用到订单中的直接材料如下：9,000 美元应用到订
单106 号中，14,000美元应用到账单107号中。公司还将1,000美元的间接材料应用到订单
中去。它将间接材料归结到费用中区，而不是每个订单中，因为这家公司并没有追踪有多少
间接材料记入每个订单。（制造企业经常将制造费用记入费用账户。在本章中，我们通常制
造与非制造企业都记入费用账户。）每一个订单都有一个单独的在产品账户来追踪特定订单
的成本。

在产品-订单 9000

在产品-订单 14000

费用（或者制造费用）（-SE） 1000

原材料（-A） 24000

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从库房到成品过程的记录

参见圖表 18.9，显示了材料流从原材料结转到在产品和费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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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意打印机公司生产工人追踪每个订单所花费的时间。基于这个信息，公司分配相关的人
工成本到相应的订单与费用如下：4,000美元到订单106中，16,000美元到订单107中，并且
5,000的间接人工到费用中。

在产品-订单 106 4000

在产品-订单 107 16000

费用 5000

应付薪酬 25000

将人工成本分配到订单与费用中

用于记录发生在此会计期间的工资的条目包括工资汇总表的借方和负债科目的贷方来显示附
加福利的应付款，例如健康保险，工资税和雇员工资。在条目3中，工资总额被分配到了订
单与费用中。在圖表 18.9中看人工成本到在产品与费用账户的分配。

公司将费用分配到每个订单遵循以下的原则：创意打印机公司将间接材料分配到订单是基于
订单对材料的应用；它将间接人工分配到订单中是基于每个订单利用的人工；它将其他所有
的费用分配到订单中是基于每个订单所用的机器工时。

很显然，费用不能直接追溯到订单中。我们可以利用成本驱动因素将费用分配到订单中。一
个成本驱动因素就是对一种活动的测量，例如机器工时，它会形成成本。将费用分配到订单
中，这个成本因素应该是费用成本的起因，或者至少能够相应地与费用成本相联系。就像汽
车的里程数就是测量汽油消耗量的一个很好的成本驱动因素，机器工时是对什么引起能源成
本的一个测量。通过机器工时或者利用的人工数将能源成本分配到订单中，我们有一个很好
的主意就是生产订单所需的能量成本。

创意打印机公司通过机器工时将费用分配到订单中。如果机器维修基于利用的时间那就很好
理解了，就像每行驶6,000英里就要做汽车保养一样。

创意打印机公司通过机器工时将费用（例如厂房的折旧）分配到订单中，这似乎不合逻辑。
然而，创意打印公司的管理人员并不相信，探索一个新方法所花费的时间和困难是合情合理
的。例如，管理人员并不认为，更好的费用分配方法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润以聘请其他的会计
师来探索费用分配方法。

创意打印公司分配费用到每个订单的方法如下：

材料：费用分配到订单中基于材料成本的5%。

人工：费用分配到订单中基于人工成本的25%。

机器工时：费用分配到订单中基于每机器工时分配2美元。

订单 106 费用分配到订单106中

材料 9,000 5%* $9,00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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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成本 4,000 25%* $4,000 1,000

机器工时 875 小时 $2* 875 小时 1,750

费用分配到订单106中的总额为 $3,200

订单 107 费用分配到订单107中

材料 14,000 5%* $14,000 $700

人工成本 16,000 25%* $16,000 4,000

机器工时 4,050 小时 $2*4,050 小时 8,100

费用分配到订单107中的总额为 $12,800

现在，假设这些费用分配率是正确的。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讨论企业是如何得到这些费用分
配率的。创意打印公司将费用分配到订单106和107如下：

这里是一个日记账分录来分配费用进订单：

见圖表 18.9将费用分配到订单中。

订单105在7月份被销售掉并入账9,000美元。这些账目记录了销售以及被销售产品的相关成
本：

公司在条目4中分配费用到订单中基于一个已定的费用分配率。许多真正的费用是要在月末
或者之后才能确定。例如，公司直到8月的某一时间才会收到7月的费用单。还要加上条目2
和3的间接材料和间接成本，这是创意打印公司7月份发生的其他费用：

设备维修与维护 $4,500

费用，包括运行设备的能源费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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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与设备的折旧 2500

其他费用 1800

7月除间接材料与间接人工的总开销 $9,800

为了准备日记账账目，我们借记费用账户来确定实际的费用。然后我们贷记应付账户来确定
设备维修与维护，公共事业费用及其他费用。（我们假设有一个外部承包者来做维护与维
修。）这个总额为7,300（4,500+1,000+1,800）。并且最终我们贷记累计折旧2,500美元。
这是日记账分录：

圖表 18.10 转移多分摊的制造费用到产品成本中

在这一点上，你可能想通过圖表 18.9库存审查成本流。请注意圖表 18.9，只显示了存货账
户，工资汇总，开销，商品销售成本，不是所有在前面显示的账户。

在本月底，在圖表 18.9中显示制造费用账户包含200美元的多分摊制造费用。在会计期间结
束时，公司一般结转制造费用账户余额到出售商品的成本中。有些公司每月都这样做，其他
一些公司每季度或每年。结转创意打印机的制造费用的余额到7月份产成品成本中的汇总分
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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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以前项目降低成本产品成本200美元？这分摊到订单中的制造费用过高——过渡分
摊。因此，作业成本被夸大了。虽然这些订单仍然是在产品或产成品，但是公司通常调整销
货成本账户，而不是每个库存账户。调整每个存货账户很少的制造费用调整额通常不是一个
对管理费用和会计核算时间与精力的良好使用。所有订单迟早会出现产品成本中，因此企业
只需调整产品成本，而不是库存账户。

在这本书中，我们假设公司结转制造费用余额到产品成本。我们舍弃分配制造费用余额到库
存成本会计的教科书账户的复杂过程。

既然创意打印公司有多分摊的制造费用，那么它也会有未分摊的制造费用。如果制造费用没
有被分摊，那么公司将借记产品成本，贷记制造费用来结转制造费用的余额。

圖表 18.11 创意打印公司—利润表

在七，八月的某个时候，创意打印公司将收到先进形式的应收款，并支付其应付款项。 应付
账款账户7月金额为32,300 美元（物资采购应付25,000 美元+应付的制造费用成本7,300 美
元）。应付职工薪酬账户为25,000美元。这里是根据创意打印公司应付账款，工资负债以及
收到的应收款9,000美元记录的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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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圖表 18.11中，我们提出创意打印公司利润表。假设销售及管理费用7月份的开
支是3,000美元。

经理将使用前面的成本信息，为多种用途：首先，他们会比较订单的实际成本与预期成本，
在订单执行和订单已经完成时。后面的章节讨论管理会计绩效评估中的作用。其次，管理人
员将评估订单的盈利。例如，订单105收入9,000美元和5,500美元的费用。

第三，管理人员将左侧的制造费用账户上比较实际的制造费用和在右侧的分摊到订单中的制
造费用。如果实际制造费用超过了分摊的制造费用，他们可能希望了解为什么实际的制造费
用是如此之高。此外，他们可能会要求会计师，增加分摊到订单中的制造费用以让他们更好
地了解作业成本。如果实际是少于分摊的开销，他们可能会要求会计师减少分摊到订单中的
制造费用。

18.6 提前确定制造费用分配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创意打印公司使用预先制定的利率，来分摊制造费用到订单中。例如，他们确定了5％的利
率，在七月份前分摊相关的材料费用到订单中。大多数制造业和服务机构使用预先制定利
率。

为了计算预计费用分摊率，公司在一个期间活动的预期水平下划分为估计的总制造费用。这
个活动可能是预计总机器小时，预计总直接劳动小时，或者预计期间总直接劳工成本。公司
在年初设置他们将使用的预定制造费用分摊率。因此，七月份的分配率可能前一年的11或
12月份计算好了。这个公式计算预计费用分摊率：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估计的制造费用成本/生产的预期水平（例如机器工时）

为了解释，假设创意打印公司会计师通过机器的利用情况来估今年的计制造费用为120,000
美元并且估计本年度的机器使用6万小时。因此，预定费用率将是每小时2美元，其计算方法
如下：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估计的制造费用成本/预期的机器工时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12,000/60,000=2美元/每机器工时

一些公司计算制造费用分摊率是在生产完成后，即在订单完成后制造费用已知的情况下。计
算实际制造费用分摊率的公式如下：

实际制造费用分摊率=实际的总制造费用/实际发生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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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我们用机器小时，劳动时间，劳动成本，材料成本，或其他一些成本的驱动程序
衡量制造业活动。

使用预计分摊率的原因，大多数公司使用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而不是实际制造费用分摊率
的原因如下：

• 通常一个公司承担间接费一年四季不均匀。例如，在冬季取暖成本。然而，分配更多的
开销成本，在生产工作冬季比在夏季生产可能毫无用处。

• 一些制造费用，如厂房折旧，是固定费用。如果货物的批量生产因月份而异，实际利率
每月不等，即使是总成本每月是常数。预计分配率，另一方面，是每月固定的。

• 预计分配率使公司尽早估计作业成本。使用预计分配率，企业当他们分配直接材料和直
接人工成本时，可以分配制造费用到产品中。没有预计分配率，公司不知道生产产品的
成本，直到月底或甚至更晚当账单到达时。例如，7月电费将可能无法到达，直到八
月。如果创意打印公司使用了实际的制造费用，该公司将不会确定其七月成本直至八
月。在做工作时，有良好的成本预算是更好的，而不是等待很长的时间来获得一个稍微
更准确的数字。

会计视角：商业洞察力
最近，许多高科技公司已经安装了电脑辅助方法来制造，销售或提供服务。这

些新技术对管理会计有重大影响。例如，机器人和电脑辅助制造方法已取代

人，劳动力 成本从20％至40％的产品成本的缩水不到5％。在传统的设置会计

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跟踪劳动力成本比在当前的系统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

高度自动化环 境，会计师不得不变得更加复杂，在寻找制造费用的来源，这已

成为一个产品总成本的较大部分。

18.6.1 了解学习目标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财务会计是指以提供财务信息，主要用于外用。管理会计信息是供内部使用，给管理者
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 在制造企业，产品的成本是由三个成本要素：直接材料成本，直接劳工成本，制造费
用。

• 直接材料成本都清楚，很容易追溯到产品。 　 直接劳工成本只包括那些劳动力成本显
然可追溯至，或易于识别到产成品中的。

• 制造费用包括：（1）所有产品除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成本费用之外的生产产品的所有
成本；（2）必须是制造产品发生的，但不能或不会被追踪到具体单位直接成本；
（3）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费用，如折旧，维修机器，监事的薪酬，和生产设
施，公用事业费用。

• 生产成本是生产产品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直接材料成本，直接劳动和制造费用。
• 期间费用不分配到单位产品成本，但与期间联系更紧密。对于这个原因，期间费用均在

其产生期间（从收入中扣除）。
• 采购员和制造商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进行存货的类型。
• 制成品成本表提供的商品成本对利润表有影响，并有两个重要的计算：（1）生产成

本，其中包括在生产期间投入的所有的资源成本，（2）完工产品成本，其中包括在此
期间完成的所有商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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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商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材料，在工作过程，产成品存货分开。
• 成本会计流程如下制造过程中的物理流。
• 会计记录材料清单中的工作流直接材料成本库存。他们增加直接劳工成本及开销的工作

过程中的库存成本。当产品完成转移到成品库房，会计师传输过程中清查工作的成本，
产成品库存。作为商品出售，相关费用转移产成品库存的商品销售成本。

• 个人独特的产品，作为工作的公司生产使用作业成本（也称为工作秩序成本）。家具制
造商，如公司生产的产品批次和使用作业成本计算方法积累了每一批次的成本。

• 重复制造公司（汽车装配厂）和企业在生产连续流（炼油厂）使用过程中的成本，在下
一章讨论。

• 作业成本系统（作业成本）是一个成本系统，积累，则按个别成本工作。每个职业都有
其自己的工作过程中库存账。

•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估计的制造费用成本/生产的预期水平（例如机器工时）
• 变动成本法下，所有的固定制造费用的收费（期间费用）期间，而不是被推迟和结转产

品成本的一部分，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库存成本。
• 在吸收成本法下，所有的制造成本被视为产品的成本，包括固定制造费用。

18.6.2 附录：变动成本法与吸收成本法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在吸收成本法下，公司对所有的制造成本,包括固定和可变生产成本,都作为产品成本。在可
变成本法下，公司只将可变制造成本作为产品成本。总可变成本随总活动的变化变动比例，
而固定费用不随总活动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动制造成本，通常是由直接材料，可变制
造费用和直接人工组成。（直接人工可以是一个固定的成本，如果公司选择不为量的变化增
加或减少其直接劳动力。除非另有说明，我们当作一个直接的劳动可变成本。）

可变成本（也被称为直接成本）视所有固定的制造成本为期间成本，在每一个应用的期间分
摊为费用。固定制造成本费用化的深层含义是公司无论厂房车间是生产还是闲置都要记作成
本。因此这些固定成本不具体涉及产品的制造。

看圖表 18.12，Bradley公司2010年5月的损益表，其在上面用的吸收成本法，在下面用的变
动成本法。注意Bradley变动成本法下每单位的存货是3.30美元，而完全成本下是3.90美
元。该损益表显示所有的可变成本作为从销售额中的扣除项，来揭示每月的边际贡献。它将
所有固定成为划分为期间成本无论这些成本的来源（制造，销售，或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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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8.12 利润表的对比

在圖表 18.12中对比这两个损益表，可以观察到这个月的净利润相差600美元和期末存货的
估价相差600美元，列示在下一页的圖表 18.13中。这些不用归因于对于固定制造成本不同
处理的结果。在吸收成本法下，每一单位的期末存货都包含0.6美元的固定费用作为产品成
本的一部分。在月末，Bradley有1,000单位的存货。因此，在吸收成本法下期末存货包括了
6,00美元的固定制造费用（每单位0.6美元，1,000单位）并且比在变动成本法下多估价了
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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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动成本法下，公司冲销或者费用化在此期间的所有固定制造成本，而不是推崇这些费用
并把它们作为下一期存货的成本。因此，6,000美元的固定制造成本出现在可变成本法的损
益表中当做一项美元，而不是5,400美元（6,000美元固定制造成本-600美元固定制造成本在
存货中）在吸收成本法下。结果，因为更多的成本在此期间被费用化了，税前利润在变动成
本法下比在吸收成本法下少了600美元。

圖表 18.13 吸收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下的比较结果

最终，记住吸收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仅在处理固定制造费用与损益表的描述上不同。这两个
方法对于销售与管理费用都作为期间费用。对于销售与管理费用，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在损
益表中的位置以及销售和管理费用在固定与变动上的划分。在这两种方法下变动的销售与管
理费用都不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

作为一般规则，吸收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下净利润的区别是存货的变化。假设一个相对恒定
的生产水平，如果库存年内增加，生产超过销售数量，那么报告的联邦收入税前的收入在变
动成本法下就低于吸收成本法。相反地，如果存货减少，即销售的数量超过了生产的数量，
那么税前利润在变动成本法下就高于吸收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不是目前收入计量与存货计价所接收到，在对外财务报表中。在美国，对外财务
报表必须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计算。然而，经理人经常在他们的内部公司报告
中应用变动成本法。

18.6.3 示范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示范问题A Good Earth建筑公司利用作业成本系统来对它建造的房屋进行会计计量。每一个
房屋就是一个单独的工作。2010年1月1日，它的记录如下：

存货：

原材料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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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作业212和213） 103,200

产成品（作业211） 120,000

在产品包括两个作业

作业号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费用构成* 合计

212 $18,000 $24,000 $12,000 54,000

213 20,400 19,200 9,600 49,200

$28,400 $43,200 $21,600 $103,200

*费用构成详见文中示例的费用

2010年的成本和销售数据：

• 材料采购账户198,000美元
• 人工成本：分配到作业212的人工成本为48,000美元；分配到作业213的人工成本

96,000美元；分配到作业214（2010年开始动工）的人工成本144,000美元；监督和其
他间接人工，120,000美元。

• 已用材料：作业212, 31,200美元；作业213, 57,600美元；作业214， 96,000美元；间
接材料，4,800美元。

• 费用按照每项作业实际发生的直接人工的50%来分配到每项作业
• 作业212和213已经完工
• 作业211和213共售出540,000美元
• 建筑费用成本，除了间接材料和间接人工：折旧，12,000美元；热，光，电以及其他，

12,000美元。准备日记账记录上述的数据，并结转超支以及为超支费用到已售商品成本
中。

示范问题B 公司用不用的基础计算它们的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通过下面估计的数据，计算
每一个公司的预计分摊率。

公司

A B C

机器工时 103,000 212,000 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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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人工工时 52,000 48,000 39,000

直接人工成本 $650,000 $735,000 $420,000

制造费用 $845,000 $864,000 $750,000

计算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的基础：

公司 分摊基础

A 直接人工成本

B 直接人工工时

C 机器工时

18.6.3.1 示范问题的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示范问题A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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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直接人工成本的50% 将费用分摊到作业中： 作业212 ， $24,000(50%*$48,000); 作业
213，$48,000(50%*$96,000); 作业214，$72,000(50%*$144,000)。

以下的数据是通过将期初的在产品余额加到当月关于在产品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建筑费
用的借方：作业212:157,200美元(54,000美元+31,200美元+48,000美元+24,000美元)

作业213:250,800美元(49,200美元+57,600美元+96,000美元+48,000美元)

408,000美元

示范问题B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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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845,000美元/650,000美元=130%直接人工成本

B公司：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864,000美元/48,000小时=每直接人工工时18美元

C公司：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750,000美元/125,000小时=每机器工时6美元

18.6.4 关键术语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吸收成本法：（附录）将所有与制造有关的费用都作为产品成本的一种成本计算概念，
包括固定和变动成本。

• 实际费用分摊率：所有的实际制造费用都通过实际生产活动来划分。
• 管理费用：管理组织的成本，包括高级行政功能和各部门人员的成本费用，例如会计，

数据处理以及人事。
• 成本：使用或者放弃资源以实现既定目标的一个财务指标。
• 成本驱动：因素活动或者交易导致费用支出。例如，机器工时可以是一个成本驱动因

素，它是机器运转的能源的成本。
• 制成品成本：包括产成品在生产期间所有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加上期初在产品成本减

去期末在产品。
• 售出商品成本：制成品成本加上期初产成品成本减去期末产成品成本。
• 制造成本：包括当期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 直接人工：将实际材料转换成产成品的所有工人的劳动力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可以直接

追溯到特定产品中，与间接人工成本形成对比。
• 直接材料：只用到制造产品中并且可以清晰及容易地追溯到特定产品中的原材料。
• 产成品：完成生产的以备出售的产品。库存商品就是这类产品的的会计账户名称。
• 间接人工：不能或者没有确切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特定产品或者服务中去的人工成本。
• 间接材料：用于产品的生产，但是不能追溯到特定产品中去的材料成本。
• 作业成本系统（作业成本法）：生产特定作业产品发生的累积成本就是生产作业成本系

统，例如一座建筑物，一个咨询项目，或者100张电脑桌。
• 管理会计：管理会计信息目的与内部使用。其目的是收集信息来帮助管理者做准确的决

策。
• 制造费用：除去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的所有制造成本。
• 原材料：在生产过程中未被使用的。
• 超支费用：应用于生产的费用超过同一时期实际开销的数量。
• 费用：制造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中除去可以归属于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的所有成本。参考

制造费用在制造企业的开销。
• 期间费用：与生产产品相比与一定期间关系更紧密的成本。期间费用不能直接追溯到特

定产品的生产上来；它们在它们发生的期间费用化。
•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通过预期的活动水平分摊估计的一定期间的全部制造费用的计

算，例如在一定期间内预期的全部机器工时或者预期的全部直接人工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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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成本：一个制造公司分配到每一个产品的成本。在制造企业，这些成本是直接材
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在服务企业没有材料成本，它们的成本主要是直接人工和制
造费用。

• 销售成本：获得顾客订单并配送产品给顾客发生的成本。
• 产品生产成本：表一个披露生产成本和产品成本的会计报表。
• 结余费用：同一时期实际开销超过应用于生产的费用的数量。
• 可变成本法（也叫直接成本法）（附录）：只有可变的制造成本可以计入产品成本并分

配到一定期间的每一单位中的一种成本计算概念。所有的固定制造成本在发生时都费用
化。

• 在制品：部分生产的产品；在产品账户就是记录这类的产品。

18.6.5 自测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判断下面的陈述是对还是错。

1. 管理会计是供外部使用的，并且相对于财务会计披露的信息相对较少。
2. 一个制造商生产快艇，并且每一个快艇都需要一个马达。这些马达就被认为是直接材

料。
3. 一个百事可乐瓶子的生产车间，就是利用作业成本法的例子。
4.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是通过预计的全部制造费用与预计的活动水平的比计算的。
5. 利用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可以将制造费用结转到在产品中。
6. 在吸收成本法和可变成本法下，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都是期间费用的一部分。

选择题

为下面的问题选择最佳答案

下面哪种成本包括了间接材料？
a. 直接材料
b. 制造费用
c. 直接人工
d. 以上都不是

对于财务会计以及外部报告的目的，所有的销售以及管理费用都被视为：
a. 期间费用
b. 销售成本
c. 制造费用成本
d. 产品成本

已售商品成本在制造商和采购商的损益表上有什么不同？
a. 采购商应用材料采购和直接人工，而制造商应用产成品和制造产品成本。
b. 采购商应用材料采购和待售商品成本，而制造商应用产成品和待售商品成本。
c. 采购商应用在产品和已售商品成本，而制造商应用产成品和已售商品成本。
d. 以上都不对。

作业成本法被应用于：
a. 有不同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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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用于生产和服务企业。
c. 当产品为迎合固定特定需要而进行生产时。
d. 以上三个

下面哪个是对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的优势的最好的描述？
a. 制造费用可以全年平均进行分摊，而不是每个月进行波动。
b. 预计分摊率要求经理人等足够长的会计期间直到可以估计产品成本。
c. 每一单位产品的总成本相对于利用实际的制造费用率可以更快地被计算，并且制造费用可
以在全年进行分摊。
d. A和C。

在生产中期望的活动水平为30,000个机器工时。估计的制造费用成本是间接材料和间接人
工，360,000美元；其他制造费用，90,000美元。下面哪一个是每一机器工时的预计制造费
用分摊率：
a. 3美元。
b. 12美元。
c. 15美元。
d. 20美元。

下面是关于一个公司的数据：

预计每年的制造费用 24,000美元

预期活动的水平 40,000机器工时

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 每机器工时0.60美元

当年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 22,500美元

对于前面的数据，哪一个是正确的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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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翻到本章最后的“自测答案”来检查你的答案。

18.6.6 问答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 识别在生产一个产品中的成本三元素，并指出它们每一个不同的特点。
• 为什么当一个雇员的工资率只有10.50美元每小时时，公司却可以声称它雇员的总成本

为15.30美元每小时。这些差异如何进行分类，为什么？
• 为什么有一定的费用被称为期间费用？发生在制造企业的这些期间费用都有哪几种主要

类型？
• 解释为什么制造企业的损益表和采购企业的损益表不同？
• 一份产品成本声明表有哪些主要内容？它与损益表的关系是什么？
• 账户上的成本流和工厂中的实物产品流的关系是什么？
• 定义作业成本系统，并举一个它应用的例子。
• 应用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计算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的公式是什么？如果预期在生产中心活动水平为50,000个机器

工时，预计的制造费用为750,000美元，那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为多少？列出计算过
程。

• 什么是超支和结余制造费用？每一个都有什么样的余额在费用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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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材料分发到以下作业中：原材料A被分发到作业101，2,000美元；作业102，
1,000美元；作业103，5,000美元。原材料B被分发到作业101，5,000美元；作业
102，2,000美元；作业103，3,000美元。间接材料分发到所有作业中的总数为3,000美
元。

• 在日记账中记录发生的直接与间接原材料。
• 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假设美达乐披萨要退出新产品—-1个6寸（15.24厘米）的披萨。为什

么如果达美乐比萨知道要花多少钱，生产和提供这种6英寸（15.24厘米）的比萨饼会
重要？

• 现实世界问题为什么医院的管理者了解他们产品的成本会原来越重要？
• 现实世界问题除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列举三个生产特定产品作业并将应用作

业成本法的服务机构的名字。
• （附录）在什么具体情况下，你预计的净利润在变动成本法下会多于吸收成本法下？这

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18.6.7 练习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练习A 下面是发生在一个电气设备生产商的成本。将这些成本划分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销售费用，或者管理费用。

A. 董事长的工资

B. 在生产电气设备时应用的电缆的成本。

C. 清洁用具的成本（在工厂的清洁工作中）

D. 装配线上工人的工资。

E. 促销展示的成本。

F. 装配线主管的工资。

G. 会计人员的工资（工厂中的会计工作）

H. 在它们生产完成后的清洁成本。

I. 生产烤箱的铝成本。

J. 市场调查的成本。

练习B 将上面练习中的成本划分为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

练习C 格尔公司为运动项目生产产品。下面是截至到2010年12月31日的数据：

原材料，2010年1月1日 $45,000

原材料，2010年12月31日 65,000

材料采购 175,000

81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_TW


直接人工 225,000

在产品，2010年1月1日 30,000

在产品，2010年12月31日 40,000

制造费 130,000

产成品，2010年1月1日 80,000

产成品，2010年12月31日 140,000

编制一个产品成本声明表并计算已售商品的成本。

练习D 六月，Sierra公司只生产作业100，并在六月30日完成了它。在六月1日之前没有前期
成本可以累积到作业100上。在这个月，公司购买并消耗了10,800美元的直接材料，消耗了
2,0002机器工时，并发生了19,200美元的直接人工成本。假设制造费用应用的分摊率为每机
器工时12美元，那么作业100的总成本为多少？编制日记账将材料， 人工和制造费用分配到
产品中， 并记录将作业100 转移到产成品中。

练习E 在三月的第二个星期末，作业710有累计的总成本37,800美元。在第三个星期，9,000
美元的直接材料被应用到了作业710上，3000个直接人工工时以每小时40美元被分配到了该
作业中，并且制造费用以每机器工时40美元的基础被计算。作业710是第三个星期唯一的生
产。它在第三个星期生产完成。作业710在七月的第三个星期用了160个机器工时。计算作
业710的成本，并列出日记账来记录它的完成以及向产成品的转移。

练习F 不同公司会采用不用的基础来计算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根据下面这些估计的数据，
计算每一个公司的预计分摊率：

公司

Paper Rock Scissors

机器工时 100,000 210,000 125,000

直接人工工时 50,000 48,000 39,000

直接人工成本 $800,000 $735,000 $410,000

制造费用成本 $400,000 $432,000 $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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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的基础

公司 基础

Paper 直接人工成本

Rock 直接人工工时

Scissors 机器工时

练习G请参阅前面的练习。假设实际工时和成本数据为：

实际 Paper Rock Scissors

制造费 $450,000 $400,000 $375,000

直接人工成本 $850,000 $700,000 $400,000

直接人工工时 45,000 46,000 38,000

机器工时 105,000 200,000 130,000

a. 计算每个公司超支或者结余的制造费用。

b. 做分录，将每个公司超支或者结余的开销结转到已售商品成本中。

练习H Ernest Peat顾问公司采用作业成本法，并且12月份有如下的活动：

期初没有在产品和产成品。

三个作业开始生产：作业222，223和224。作业222完成，并且顾客开具了10,000美元的账
单。作业22完成，并在在月末等待顾客开具账单。作业224月末依然在生产。

发生的直接人工成本：

作业222 200个小时@$21/小时

作业223 300个小时@$18/小时

作业222 120个小时@$17/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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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费用以每人工工时10美元的分摊率被应用。

实际制造费用为6,400美元。（分录的贷方为应付账款。）

编制分录来记录上面的数据， 同时结转超支的或者结余的费用到已售商品成本中。

练习I 下面是有关socks公司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的数据：

没有期初存货。假设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都是可变成本。编制两个损益表—一个可变成本法
损益表和一个吸收成本法损益表。

18.6.8 应用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问题A Total Block公司正在考虑一个新的防晒包，它包含了涂有防晒油的皮肤湿巾。根据
sunpot的市场经理，这对于不想携带一瓶防晒霜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将下面新产品的
成本划分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销售或者管理费用。

A. 董事长工资。

B. 用来装皮肤湿巾的包装。

C. 用来清洗皮肤湿巾包装的清洁工具。

D. 包装产品的工人工资

E. 宣传产品的成本

F. 监督包装产品工作的人员工资

G. 会计人员工资（工厂中会计工作）

H. 市场调查的成本

I. 销售额中的百分比来支付销售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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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大楼的折旧和管理费用。

问题B 将上面问题中的成本划分为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

问题C Good Vibrations有限公司，生产音乐表演的录像带。一个新聘请的公司经理要求你
根据记录进行排序，并编制一个公司的产品成本声明表。你可以通过Good Vibrations有限
公司准备的记录找到如下数据，截至到2009年12月31日：

存货：

期初直接材料存货，2009年1月1日 $6,000

期末直接材料存货，2009年12月31日 10,500

期初在产品，2009年1月1日 10,000

期末在产品，2009年12月31日 9,500

材料采购 50,000

直接人工 40,000

间接人工 15,000

工厂公共事业费用 7,000

工厂用品支出 5,000

折旧费用—工厂厂房 14,000

折旧费用—工厂设备 10,500

其他制造费用 25,000

你还可以知道期初产成品在2009年1月1日为2,000美元，期末产成品在2009年12月31日为
5,000美元。

当年的销售额为400,000美元。销售费用为50,000美元并且管理费用为75,000美元。

A. 编制一个截至到2009年12月31日的Good Vibrations公司的商品成本声明表。

B. 编制一个截至到2009年12月31日的Good Vibrations公司的损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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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D Log Cabin Homes有限公司用作业成本系统来记录它的作业。2010年1月1日，它记
录的存货如下：

材料和用品 $100,000

在产品（作业22和23） 180,000

产成品（作业21） 140,000

在产品存货包括两个作业

作业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22 $36,000 $40,000 $20,000 $96,000

23 40,000 28,000 16,000 84,000

$76,000 $68,000 $180,000

2010年成本和销售数据：

• 材料采购账户，400,000美元
• 直接材料的消耗：作业22，60,000美元；作业23,120,000美元；作业24,180,000美

元。
• 间接材料消耗，10,000美元。
• 直接人工成本：作业22,100,000美元；作业23, 200,000美元、作业24,80,000美元。
• 间接人工成本，80,000美元。
• 制造费用按照每机器工时100美元分配到作业中。作业22消耗了500个机器工时，作业

23消耗了1,000机器工时；作业24消耗了300个机器工时。
• 作业22和23已完工并结转到产成品中。
• 作业21和22总共售出1,200,000美元。
• 制造费用成本的发生，除了间接材料与间接人工，折旧80,000美元，并且热，光，能源

和其他杂项，40,000美元。

A. 编制会计分录将前面的成本分配到作业中。记录适当的产成品和已售商品借方。结转超支
或者结余制造费用到已售商品成本中。

B. 假设销售和管理费用为100,000美元，编制2010年的损益表。

问题E Green Thumb Landscaping公司应用作业成本系统。2010年1月1日，它记录了如下
的存货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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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灌木，树等） $13,500

在产品 25,800

产成品（作业211） 30,000

在产品存货包括两个作业

作业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212 $4,500 $6,000 $2,400 $12,900

213 5,100 4,800 3,000 12,900

$9,600 $10,800 $25,800

下面是公司一月份的数据：

• 材料采购，48,000美元。
• Landscping 直接人工成本：作业212,12,000美元；作业213,24,000美元；作业

214,36,000美元。间接人工，30,000美元。
• 直接材料消耗：作业212,7,800美元；作业213,14,400美元；作业214,24,000美元。用

品（间接材料）消耗的总额为1,200美元。
• 制造费用按照每人工工时3美元来分摊，作业212消耗了8,000个人工工时，作业214消

耗了2,000个人工工时。
• 作业212和213已完工，并在月末转入到了产成品。
• 一月份的产品销售收入为45,000美元。作业211在2010年1月1日产成品的已售商品成

本为30,000。

A. 编制会计分录来记录前述的交易，包括结转超支或者结余的制造费用到已售商品成本中。

B. 假设销售和管理费用为10,000美元，编制一月的损益表。

问题F Speedy Delivery公司为不同的电脑制造商运输电脑设备。Speedy分摊制造费用应用
以卡车英里数为基础的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

估计的卡车英里数 20,000,000

估计的制造费用 $12,000,000

a. 计算美英里的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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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假设2010年，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为15,000美元，24,000,000英里。计算2010年超支和
结余的制造费用。

c. 编制会计分录结转超支或者结余的制造费用到已售商品成本中。

问题G Costner公司在记录它生产的单个商品时应用吸收成本系统。下面是2009年相关的数
据：

销售额（10,000个单位） $360,000

直接材料消耗（可变成本） 129,600

直接人工成本（可变成本） 43,200

可变制造费用 12,960

固定制造费用 17,280

可变销售和管理费用 21,600

固定销售和管理费用 72,000

这个公司生产了12,000件产品，售出了10,000件。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是可变成本。一单位
的直接材料记入一单位的产成品。制造费用分摊率是根据12,000单位来计算的，并且可变和
固定制造费用分别为每单位1.08美元和1.44美元。2009年末的产成品存货为2,000件。在
2009年初没有存货。

A. 编制2009年可变成本法下的损益表。

B. 编制2009年吸收成本法下的损益表。

C. 解释a和b两种损益表下不同的原因。

18.6.9 替代问题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替代问题A 口袋雨伞公司正考虑生产一种类型的新雨伞。这种口袋大小的雨伞适合放进大衣
的口袋或者钱包。将这种新产品的成本划分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销售或者管
理费用。

A. 宣传产品的广告费。

B. 生产雨伞所用的布料。

C. 对于切割雨伞布料的机器的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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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组装产品的工人的工资。

E. 董事长工资。

F. 监督工人组装雨伞的管理员的工资。

G. 对雨伞做质量检测的工人工资，确保雨伞没有纰漏。

H. 市场调查的成本。

I. 公司销售管理人员的工资。

J. 管理大楼的折旧费。

替代问题B 将替代问题A列示的成本划分为产品成本或者期间费用。

替代问题C 普雷斯利制造公司是一个生产光碟机和磁带的公司。下面是截止到2009年12月
31日的相关账户余额：

管理费用 $60,000

折旧费用——生产设备 50,000

直接人工 468,000

生产物资费用 40,000

间接人工 36,000

期初存货，2009年1月1日

直接材料 14,000

在产品 20,000

产成品 128,000

期末存货，2009年12月31日：

直接材料 44,000

在产品 56,000

产成品 92,000

材料采购 2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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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工厂 28,000

销售额 1,400,000

销售费用 72,000

其他制造费用 126,000

A. 为普雷斯利制造公司编制2009年的产品成本声明表。

B. 编制2009年底的损益表。

替代问题D 黛西的餐饮公司利用作业成本法。2010年11月是它营业的第一个月，它的活动
如下：

作业

一流大学 积极生活家 幼儿学习

直接材料成本（食物） $54,000 $36,000 $81,000

直接人工成本 $45,000 $40,500 $54,000

工人工时 2,900 3,500 3,800

这个公司以每人工工时16美元分配制造费用。它在11月完成了作业作业。这三个作业的总
收入为400,000美元。这个月的实际制造费用为160,000美元，120,000美元应记入应付账款
的贷方，40,000美元记入累计折旧的贷方。

编制会计分录来记录这些作业的成本，并且将已完成的作业记入产成品和已售商品成本中。
结转超支或者结余制造费用到已售商品成本中。这个公司没有期初和期末存货。

替代问题E 沙利文公司利用基于机器工时的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来将制造费用分摊到产品
中。2010年预算的数据为：

预计机器工时 75,000

预计制造费用 $870,000

A. 计算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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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假设2010年实际的制造费用的总数为999,500美元，和86,000机器工时。计算2010年超
支和结余的制造费用总数。

C. 编制会计分录将超支或者结余的制造费用结转到已售商品成本中。

18.6.10 超越数字——批判性思维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经营决策案例A ：企业经常基于成本补偿原则运作。就是说企业B补偿企业A为企业B工作所
产生的成本。假设你的公司有一个需要补偿直接原料成本和直接人工成本而不补偿日常管理
费用的合同。下列为各种活动所产生的成本，他们分为三类：直接原料成本(DM)、直接人工
成本(DL)和日常管理费用（OH）.

用来贴装有专利药品瓶子标签的胶水。

学生喷漆公司是一家给房屋和公寓喷漆的公司，公司中用于操作喷漆枪的压缩空气。

工厂建筑和装备的保险费。

一个生产部门监管者的工资。

工厂机器的租金。

钢厂的铁矿石

制造公司的仓库中叉车所用的石油、汽油、润滑油。

在建筑施工中油漆工的服务。

在加工操作中用到的切削油。

工厂员工盥洗室中的纸巾成本。

与直接人工相关的工资税和福利。

工厂电工的薪水。

炼油厂中的原油。

图书出版公司中文字编辑的薪水。

a. 将这些项目分类为直接原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日常管理费用。

b. 假设你的分类方法将放到法律案件中考验。向你的律师指出A部分中的哪些回答将受到对
方律师的激烈争论，哪些答案你有充分的把握？

经营决策案例B：质量喷漆公司运用分批成本计算系统。截止到2010年1月1，它的记录中显
示了如下存货账户：

原材料 $ 7,000

在产品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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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品 0

在制品存货中包含两个批次：（单位为$）

批次号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日常管理费用 总计

100社区房屋 9000 12000 4000 25000

101帝王公寓 10000 9000 6000 25000

19000 21000 10000 50000

以下为公司一月的数据：

原料采购，USD 90,000。

直接劳动力成本:100号直接人工成本，20000美元；101号,48000美元;批次102（新批
次),50000美元。间接劳务,10000美元。

直接使用的材料:100号直接原料成本15600美元；101号直接原料成本28800美元；102号，
48000美元。供给品(间接材料)使用达4000美元。

日常管理费用按照每小时5美元分配到各个批次，批次100有1000工作小时，批次101和102
各2000工作小时。

三个批次在一月份全部完成。

一月份三个批次的销售收入为350,000美元。

除去间接劳务和间接原材料外发生的日常管理费用成本进行折旧，为6000美元，公共设
施、燃油以及其他各项混合费用为6000美元。

管理层关心各个批次发生的费用与预期的费用之间的关系，他们向你求助。以下为三个批次
的预期总成本（直接原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日常管理费用）：

批次100 60,000美元

批次101 120,000

批次102 130,000

这些成本的估算涵盖整个批次，包含在制品存货初期的成本和一月份发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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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比较各个批次发生的成本，包含在制品存货初期的成本和一月份发生的成本与预期成本。
公司每个批次是否将成本控制在预期成本以内？

b. 编制2010年1月的损益表，假设1月份的销售和行政管理费用为50,000美元。别忘记将未
分配的和过度分配的日常管理费用余额转移至已售商品成本。

c. 公司是否盈利（公司净利润是否大于0）？为了帮助管理层提升其净利润，你有什么建
议？

分配任务C 普雷斯利制造公司。假设新雇佣的经理是个市场营销方面的奇才，但他只将眼睛
瞄准数字。经理希望你用语言解释今年的财务结果。基本上，假设这个经理没有看到财务报
表的准备。你将如何传达财务报表中的信息？简短作答——少于100字。

道德案例——书写经历 D 涉及从道德视角对Comserv 公司的活动进行讨论，其活动名称为
“高压销售策略和创造性会计”。作为一个销售员，如果你的老板让你将合同从2010年1月3日
追溯到2009年12月28日，你将如何答复？如果你被要求将合同从2010年2月1日追溯到
2009年12月28日呢？假设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结束年。

道德案例 E 苏西加西亚是一家咨询公司的会计人员，她刚刚收到她所监管的两批产品的月度
成本报告，一批是箭空公司的，一批是美国政府的。她阅读过箭空公司批次的数字后，她立
刻给她老板打电话。

“我们在箭空公司合同上的花费将要超出预算，”她通知老板说。“这个批次仅仅完成了四分之
三，但我们已经花费了整个批次的全部预算。”

“以后你最好更仔细的监管这些批次的成本，”他的老板建议说。“同时，将箭空公司未完成的
成本记在美国政府的批次中。政府不会注意多余的成本。同时，我们可以从政府批次中得到
成本补偿，所以我们不会在箭空公司的合同上亏钱。”

苏西应该怎样做？苏西的公司能够从美国政府合同中得到成本补偿对这件事有影响吗？解
释。

小组项目—道德视角 F 涉及从道德视角对Comserv 公司的活动进行讨论。作为一个销售
员，假设你的老板要求你写一份补充协议，协议的内容是允许一个客户背书一份合同，并且
坚持要求你不要将这份补充协议披露给公司中的任何人。你非常喜欢你的工作，并且如果你
不按照老板的意愿做的话，你很有可能会丢掉工作。三个人为一组，讨论你将如果答复你的
老板。试着发现一种创新的办法以处理这个状况。选择一个小组发言人向全班汇报。

小组项目 G 两三个同学一组，面对面或是通过电话采访你社区中运用分批成本计价法的商业
人士（例如，生产定制产品如房屋、标志、景观设计或是商业资讯类的生意）。请教他们是
如何在产品中分配成本以及这些信息是如何影响经营决定的。记住，很多商业人士并非使用
批次成本或是制造日常管理费用这些术语的。在采访中灵活运用会计术语。每组要写一份备
忘录交给指导员，总结采访的结果。备忘录中应包含的信息有：

日期：

到：

从（哪家公司）：

主题：

备忘录的内容必须包括被采访者的姓名和职称、公司名称、采访日期、决策制定所使用的会
计信息例子、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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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项目 H 两三个人一组，采访校园打印店或是周围打印店的经理关于公司是如何针对每
个批次叫价的。它是否使用之前相同类型批次的成本信息并举例。它是否有一个成本估算专
员专门估算各个批次的成本？每组要写一份备忘录交给指导员，总结采访的结果。备忘录中
应包含的信息有：

日期：

到：

从（哪家公司）：

主题：

备忘录的内容必须包括被采访者的姓名和职称、公司名称、采访日期以及上述问题的回答信
息。

18.6.11 使用互联网——真实世界的视角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访问一个高科技公司的网站，例如惠普，英特尔公司或是IBM，并且找到它们的年报。观察
它们的年报以获得对于公司主要业务部门和产品的大致了解。基于你的研究写一份报告回答
以下问题。该公司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年报（集中在损益表）中的财务数据和用于管理会
计目的的财务信息是怎样相区别的？作为公司中制定决策的管理者，你还需要哪些额外信
息？（记住损益表可能使用的是其他术语例如收益表或是经营表。）

公司 网站

惠普 http://www.hp.com

英特尔公司 http://www.intel.com

IBM http://www.ibm.com

访问下面的Well Fargo网站(一家金融机构)并且找到它们的年报：

http://www.wellsfargo.com

观察它们的年报以获得对于公司主要业务部门和产品的大致了解。基于你

的研究写一份报告回答以下问题。该公司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年报（集

中在损益表）中的财务数据和用于管理会计目的的财务信息是怎样相区别

的？作为公司中制定决策的管理者，你还需要哪些额外信息？（记住损益

表可能使用的是其他术语例如收益表或是经营表。）

访问下面的Home Depot网站(一家零售商)并且找到它们的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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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medepot.com

观察它们的年报以获得对于公司主要业务部门和产品的大致了解。基于你

的研究写一份报告回答以下问题。该公司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年报（集

中在损益表）中的财务数据和用于管理会计目的的财务信息是怎样相区别

的？作为公司中制定决策的管理者，你还需要哪些额外信息？（记住损益

表可能使用的是其他术语例如收益表或是经营表。）

18.6.12 自我检验的答案
本文採用共享創意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

a/4.0/deed.zh_TW).

判断题

1. 错。管理会计是用于给管理者的内部使用，不是外部使用，并且比财务会计提供了更多
细节信息。

2. 对。发动机是直接原材料，并且是生产成本。
3. 错。因为给软饮料装瓶是一个过程，工厂不能使用分批成本法。
4. 错。回答是颠倒的。估计的总日常管理费用是分子，活动的预期水平是分母。
5. 错。日常管理费用可以通过期间分配于批次中。
6. 对。在吸收法和变动成本发下，销售和行政费用是期间费用的一部分。

选择题

1. B. 间接原材料包含于日常管理费用中。
2. A.销售和行政管理费用是财务会计中的期间费用。
3. B.一个销售商使用商品存货和可供出售商品成本，而一个制造商使用成品存货和可供出

售商品成本。
4. D. 所有的答案都是正确的。
5. D. a和c是使用预设日常管理费率的优点。
6. C. USD 15=（USD360,000+USD90,000）/30,000机器工时

7. A. 制造日常管理费 22,500

多个账户 22,500

制造中存货 21,000

制造日常管理费 21,000

注意预设日常管理费率乘以实际活动为USD 0.60 × 35,000 机器工时

=USD 2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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