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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9A_E8_A6_81_E6_c45_218597.htm 一定要注意题干中的

月份，陷阱！！！ 一定要注意开始的月份,不管是固定资产计

提折旧还是长期股权投资算投资收益还是摊销股权投资差额 

看到双倍余额递减法，马上要注意三点问题1、从从哪个月份

开始计提折旧2、头几年不管残值 3、本年要减去上一年已经

提的折旧 4 如果折旧方法改变，要视同一开始就用此方法。 

看到年数总和法，马上要注意三点问题：1、从从哪个月份开

始计提折旧2、不是年初购入，一定注意要分年段注意，也就

是说一年中要分成两段计算。！！！ 3、要管残值 4、如果折

旧方法改变，要视同一开始就用次方法。 会计政策变更用到

固定资产折旧算累计影响数时，每一年的税前影响一般都是

不一样的，所以一定千万要算对固定资产每一年的折旧 租赁

的情况下，如果租期是4年，别忘了折旧月数是47个月，而不

是48 个月 投资收益一定是从开始投资时再计算！！！ 总忘了

！！！ 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别忘了如果不是全年，要数月份

！！！ 根本提示 企业的净利润=税前会计利润－所得税费用 

不管是应付税款法还是纳税影响会计法，应交所得税是一样

的，不同的是所得税费用。前者既可以用来处理永久性差异

，又可以用来处理时间性差异，纳税影响会计法只能处理时

间性差异。 计提跌价准备，递延税款在借方 做会计政策变更

题目，只有在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并存在时间性差异时，才

考虑所得税影响，如果采用应付税款法，根本不存在所得税

影响。因为企业的会计政策不能影响税收，而应纳税和所得



税费用在应付税款法下是相同的。 日后事项中，税金的会计

处理和税法一致,就调所得税,如退货,收入减少,相应所得税的

减少税法也认.如果不一致,就不调.但如补提坏帐准备,税法不

认,就不调应交所得税. 所得税 见老师23-13最后应纳税所得计

算好好！！ 注意转回的坏帐准备和跌价准备仍然属于递延税

项，不是应纳税所得的部分，应该从会计利润中减去！！！ 

计提跌价准备,递延税款在借方 预计负债是不确定的,所以税

法是不承认的,所以有递延税款的问题. 新政策的利润大于原

政策，累计影响数就是正数 注意解题思路！！！ 如果第一季

度应税所得是500万，实发工资是160万，计税工资是60，可

抵减时间性差异是25万，那么应交所得税是（500 100 25

）*33% ，注意别忘了加上可抵减时间性差异 会计政策变更 

新政策的利润大于原政策，累计影响数就是正数 双倍余额递

减法的例子 原价是310000，残值是10000，预计使用5年，每

年折旧是310000*2/5=124000，注意不要把减残值 解题秘诀！

！！！！ 只有在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并存在时间性差异时，

才考虑所得税影响 递延税款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的方向一

致. 债务法下，当所得税率变动时，税率调高，应该调增递延

税款的余额，税率调低，应该调减递延税款的余额。 当投资

企业的所得税率与被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相同时，其投资收

益为永久性差异；从税前会计利润中减去。 当双方所得税率

不同时(注意是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大于被投资企业的所得税

率），其投资收益为时间性差异。 递延法和债务法 递延法是

明知预提多了，也不冲回，前头多提，后头多转，前头少提

，后头少转。冲回时还按原税率。 采用债务法时（陷阱！！

！） 计算发生额时,如果有余额的千万要用原来税率还原,然



后用变动税率去乘.税率变动和余额方向一致. 日后事项 日后

调整事项中应交税金的调整 税金的会计处理和税法一致,就调

所得税,如退货,收入减少,相应所得税的减少税法也认.如果不

一致,就不调.但如补提坏帐准备,税法不认,就不调应交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特点是，调整的是报告年度资产

负债表的期末数和利润表的本年数。 日后发现报告年度的差

错以及报告年度以前的非重大差错，属于调整事项，日后发

现报告年度以前的重大差错，不属于调整事项。 例如99年的

报表在2000年3月份报出。这里的报告年度的报表就是99年的

报表。2000年1月1日至3月，发现的99年的差错以及99年以前

的非重大差错， 调整99年报表的期末数和本年数。如果发现

的是99年以前的重大差错，应该调整99年报表的年初数。 日

后事项与会计差错结合 报告年度的会计差错和以前年度的非

重大会计差错 调整报告年度利润表和利润分配表的本期数(利

润表本年累计数和利润分配表本年实际发生数), 资产负债表

的期末数报告年度以前年度的重大会计差错 调报告年度利润

表和利润分配表的上年数,(如果涉及)资产负债表的年初数和

年末数, 利润分配表本期数中的年初未分配利润和未分配利

润(是调上年遗留下来的问题). 冲刺题 无论调应交税金还是递

延税款,都会涉及到所得税费用. 解题秘诀！！！！！ 另外记

住递延税款和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方向总是一致的. 陷阱!!!!!(

张老师冲刺题关联交易(6) 日后事项中如果出现减值准备或累

计折旧坏帐准备等时间性差异的情况,别忘了递延税款的问题.

应交税金就是实际损失的部分. 陷阱!!!!! 日后事项中如果出现

减值准备或累计折旧坏帐准备等时间性差异的情况,别忘了递

延税款的问题. 陷阱!!!!! 涉及货币资金时,不能调整报告年度货



币资金,必须换成往来帐. 陷阱!!!!! 销货退回时,别忘了要调应交

所得税. 对于日后事项中补提的坏帐准备 不超过千分之五,调

应交税金,超过千分之五部分,调递延税款. 如果质量担保在资

产负债表日前已过截止期,,那么应做为会计差错,在日后事项

中,将预计负债冲回,并调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如果被投资企业

发生日后调整事项,投资企业也要处理日后调整事项. 会计政

策变更 新题型老师23-13-答案4c 对成本法与按成本与市价孰

低法，注意如果题目讲不调整摊销问题，那么就只是减值准

备的问题。 武玉荣page 031-13 Min important !!!调会计报表 如

果是首次根据会计准则,要当作会计政策变更,以后再当作会计

估计.即使是举例子:余额百分比法的比例变更. 看书p342调利

润表 根本概念！！！！ 如果采用应付税款法,根本不用考虑

所得税影响!!! 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会计政策变更一般不

会影响到以前年度应交所得税的调整。 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

所得税时，发生政策变更追溯调整时，不影响所得税费用。

因为不能由于政策变更调整企业的应交税金，而在应付税款

法下，所得税费用＝应交所得税，所以所得税的影响为0 如

果考虑所得税,必然是递延税款 虽然是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

但由于改变会计政策后，税法不认，所以也不能调应交税金

，只能调整递延税款， 如：原来按直线法折旧是300，后按双

倍余额法是400，那么产生递延税项借方33，不调应交税金，

因为税法承认的是直线法。 投资有税率差的时候，算所得税

影响 税后利润900万元除85%，还原成税前利润；再乘30%是

投资企业承担的份额；再乘18%为将来分回利润时应补交的

所得税金额 重做老师23-13答案4 好好好！！！ 注意会计政策

变更视同一开始就采用，即使原来与税法时间性口径也不一



致，变更时，直接用新的与税法规定的扣除，不用管原来。

算累计影响数时，就是新政策下折旧费用减原折旧费用再减

所得税影响，即(1288.8-800)*33%,而不是640，800是税法认可

的折旧，1288是新政策折旧，640是原折旧方法。 例如，一项

收入，会计计入收入，税法也计入收入，所以影响了会计利

润的，就影响纳税所得，因此，应该调整应交税金。如果会

计计入收入，而税法规定不能计入收入，那么，调整收入时

就不能调整应交税金。如果属于时间性差异， 在纳税影响会

计法下调整递延税款。 如果题目中有已知条件“所得税采用

应付税款法核算，且不考虑纳税调整事项”，则在进行账务

处理时，涉及到损益的要调整“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因

为这里说不考虑纳税调整事项，意思就是不考虑会计和税法

上的差异，认为会计和税法的处理口径是一致的，所以应调

整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或有事项 对于书上p361例3中 在报

告年度确认预计负债400万,如果采用纳税影响法,应该借:递延

税款 400*33% 贷:所得税 400*33% 日后法院判需赔偿500万,那

么应该 借:应交税金 500*33% 贷:递延税款 400*33% 贷:以前年

度损益调整 100*33% 重要！！！ 预计负债是不确定的,所以税

法是不承认的,所以有递延税款的问题. 另外记住递延税款和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方向总是一致的. 预计负债-未决诉讼 投

资 短期投资 如果从另一个股东手中购买股权时，记住购买日

时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确定， 包括上年度的净利润（千

万别忘了截止到购买日新实现的净利润）分配的现金股利，

是减少所有者权益的。 接受捐赠 如果股权投资差额出现在贷

方，记住要分两步来做，前面的借方就是银行存款数，第二

步分录是借：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准备 贷：资本公积-股



权投资准备 成本法转权益法 1、追溯调整时长期股权投资-投

资成本的确定，实际就是按初始投资时？？被投资企业的所

有者权益*持股比例， 解题秘诀：其实就是对起初持股比例的

调整， 当然别忘了减去分配的现金股利和期间产生的利润。

例如是99年4月1日投资，就要把1-4月产生的净利润加到所有

者权益中，再*持股比例。 追加时对第一步毫无影响。 2、摊

销股权投资差额 3、作分录，确认新的，将原来的投资成本

冲掉，和摊销差额对利润分配的影响 4、将除股权投资差额

的子目都转入-子目投资成本中，包括损益调整，别忘了股权

投资准备等。只是确定了投资成本的金额，但股权投资差额

的子目还是存在的，在以后计提跌价准备算帐面余额时会用

到。 5、新的投资成本的确定，投资成本用当时的所有者权

益*追加的比例。 6、投资差额的摊销，分两部分。 如果是采

用纳税影响会计法，那么别忘了递延税款的影响。 长期股权

投资权益法 计算投资成本和股权投资差额时,别忘了支付的手

续费也要算进去. 注意陷阱!!! 被投资企业接受非现金资产捐

赠200万时,时,别忘了,要把递延税扣除,(但如果给的就是被投

资企业的资本公积,就不用了对方已作处理了) 也就是说,借:长

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准备 贷: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 中的数

字是200*0.67*持股比例 注意陷阱!!! 投资收益当年净利润要扣

除投资前的!!! 如果投资是1.31日开始算的,那么在年底计算投

资收益时,一定注意是从投资以后再开始算投资收益,要把全年

的净利润减去投资前一个月的,注意陷阱!!! 股权投资差额也要

注意不是全年摊 股权投资成本 子目 投资时被投资企业所有者

权益*持股比例 股权投资差额 初始投资成本-投资时被投资企

业所有者权益*持股比例 (初始投资成本=实际支付的全部价



款(包括手续费税金) 长期债券投资的收益实际是市场利率 如

果是溢价,说明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那么要减去溢价摊销数

如果是折价,票面利率低于市场利率,那么要加上折价摊销数 

溢折价摊销(最重要！！！） 实际支付的款项-实际支付的款

项中包含的利息(不管是进成本的还是作为应收利息)-实际支

付的款项中包含的费用-面值 摊销溢折价,还要摊销费用,期限

是按32个月,千万不要36个月.记住!!!!!（费用摊销和溢价的摊

销一起在剩余年限里一起摊） 某股份有限公司20×0年4月1日

，以1064．5万元的价款购入面值为1000万元的债券，进行长

期投资。该债券系当年1月1日发行，票面年利率为6％，期限

为3年，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为购买该债券，另发生相关税费

共计16.5万元(假定达到重要性要求)。该债券溢价采用直线法

摊销。该债券投资当年应确认的投资收益为( )万元。A．27 B

．31.5 C．45 D．60( A) 记住题目中给的每个条件都是有用的. 

长期债券投资1.1日发行,5.1购买,有效期3年,佣金印花税20万,

达到重要性标准,(记入:长期债券投资-债券费用)记住,在年末

计提利息时,要不仅要 摊销溢折价,还要摊销费用,期限是按32

个月,千万不要36个月.记住!!!!! 长期债券投资收益 注意也是投

资以后的收益,同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如2002.4月购入债券,面

值1000万,利率6%,,那么投资收益是1000*6%*9/12 非货币收益 

补价收益 每一元的收益=(公允价值-帐面价值-相关税费)/公允

价值 补价收益=每一元收益*补价 注意如果题目中说用银行存

款和固定资产投资，实际银行存款是支付的补价，要进入固

定资产清理，见p27 8 (1) 解题秘诀！！！ 帐务处理秘诀： 借

方 ：1、银行存款（收到的补价） 2、增值税进项税 3、资产

减值准备 贷方有 1、换出资产帐面余额 2、 确认的营业外收



入（如果有补价） 3、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在确定借贷方时

，别忘了将应交的主营业务税金放在贷方，否则就出错了。

即可以先确定下来的 关联方交易 注意陷阱!!!!! 如果题目中有

销售给关联方的,也有销售给非关联方的,一定注意是否对非关

联的超过20% 对非关联方交易超过20% 应按对非关联方交易

销售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基础。(注意实际售价低于加权平均

售价,就要用实际的,不要上当!!!) 对非关联方交易不超过20% 

实际交易价格不超过商品帐面价值的120%，按实际交易价格 

计算时别忘了交增值税!!!!!。 实际交易价格超过商品帐面价值

的120%，将商品帐面价值的120%作为收入，超过部分记入资

本公积-关联交易差价。 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成本利润率超

过20%,将商品帐面价值加上最近2年历史资料确定的加权平均

成本利润率与帐面价值的乘积计算的金额确认收入. 非正常商

品销售 非正常商品销售，按商品帐面价值，超过部分。。。 

重要!!!!! 转移应收债权，不确认收入,确认资本公积 企业与受

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密切的家庭成员直

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注意是直接控制，如果不是直接控制，

不算。见老师p27 8 (3) 如果是将股权卖给关联方,价差就会产

生资本公积 合并时,将资本公积冲掉,同时冲长期股权投资虚

增的那块利润.借:资本公积 贷:长期股权投资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