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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4_BC_9A_E8_c48_219282.htm 四、内部固定资产

交易的抵销 企业集团内部固定资产交易，根据销售企业销售

的是存货还是固定资产，划分为三种类型１、集团内企业将

自身拥有的固定资产变卖给集团内的其他成员企业作为固定

资产使用；２、企业集团内企业将自身的存货销售给集团内

的其他成员企业作为固定资产使用；３、企业集团内企业将

自身使用的固定资产变卖给企业集团内的其他成员企业作为

存货销售。 在第１种和第3种下，销售企业应当确认固定财

产清理收入，并结转固定资产净值和清理费用；在第2种类型

下，应当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同时结转相应的销售成本。在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必须将这部分包含在固定资产原值

中的未实现内部利润予以抵销。 借：产品销售收入 (销售企

业的内部销售收入) 贷：产品销售成本 (销售企业的内部销售

成本) 固定资产原价 (销售企业的内部销售利润) 内部固定资

产交易，按交易的固定资产在使用期间是否计提折旧可以分

为不计提折旧固定资产的内部交易和计提折旧固定资产的内

部交易两种 (一)不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内部交易的抵销（这种

情况很少见） (二)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内部交易的抵销 １.当

期购入并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内部交易的抵销。 (１)内部交

易固定资产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抵销。 借：产品销售收入

(内部销售收入) 贷：产品销售成本 (固定资产生产成本或净

值) 固定资产原价 (内部未实现利润) (2)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多

计提的折旧额的抵销 借：累计折旧 (内部未实现利润×折旧



率) 贷：管理费用－折旧费 2、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在用期间的

抵销。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借：累计折旧 (内部未实现利润

×折旧率) 贷：固定资产原价 贷：管理费用－折旧费 3.内部

交易固定资产清理的抵销。 (１) 使用期满 进行清理时的抵销

。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本期计提的折旧费) 贷：管理费用

(2) 提前 进行清理时的抵销。 １）借：期初末分配利润(未实

现内部销售利润) 2）借：期初未分配利润(本期计提的折旧

费) 贷：营业外收入 贷：管理费用 典型例题：甲公司和乙公

司均为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甲公司将成本为１０５００元

的产品销售给乙公司作为固定资产使用，预计使用年限为５

年，使用期满无残值。甲公司销售收入为１５０００元。要

求：根据以下要求，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抵销分录：(１)将

内部交易固定资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利润进行抵销；(２)

将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多计提折旧额抵销；(

３)编制第二年与抵销有关的如下分录：①将未实现利润抵销

，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 ②将本期多计的折旧额抵销； ③将

以前会计期间多计提的折旧抵销，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 ［

解答］（１）借：产品销售收入 １５０００ 贷：产品销售成

本 １０５００ 固定资产原价 ４５００ （２）借：累计折旧 

９００ 贷：管理费用 ９００ （３）借：年初（期初）未分配

利润 ４５００ 贷：固定资产原价 ４５００ 借：累计折旧 ９

００ 贷：年初（期初）未分配利润 ９００ 借：累计折旧 ９

００ 贷：管理费用 ９００ 五、无形资产内部交易的抵销 与

固定资产原价中包含的末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抵销基本相同 

六、内部债权债务项目的抵销 借：应付账款 贷：应收账款 在

应收账款采用备抵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下，应当将因内部



应收账款而计提的坏账准备金和管理费用予以冲销。编制抵

销分录如下：（见P286） 借：坏账准备 (集团间的应收账款

金额×坏账计提比例) 贷：管理费用 故，合并后的未分配利

润总额也由合并前的数量 冲销的管理费用数额。 到下一个合

并期的期初，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首先应当将坏账准备

和未分配利润恢复到了上一期合并后的状况，编制抵销分录

如下： 借：坏账准备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其次，应当根据年

末坏账准备余额和期初余额相比的增减变动情况进行抵销处

理。 A、若期末内部应收账款比期初增加，相应多提取的坏

账准备应当与多计的管理费用抵销，分录： 借：坏账准备 贷

：管理费用 B、若期末内部应收账款比期初减少，多冲减的

坏账准备应与相应多冲减的管理费用进行抵销： 借：管理费

用 贷：坏账准备 最后，应当将母公司应收账款与子公司相应

的应付账款抵销，编制抵销分录如下： 借：应付账款 贷：应

收账款 第四节 控制权取得日后合并会计报表编制方法的应用 

典型例题：甲公司系上市公司，要对外提供合并会计报表。

甲公司拥有一家子公司乙公司，乙公司系2０×０年１月5日

以3０００万元购买其6０％股份而取得的子公司。购买日，

乙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总额为6０００万元，其中实收资本为4

０００万元、资本公积为2０００万元。假定甲公司对乙公司

股权投资差额采用直线法摊销，摊销年限为１０年。乙公司2

０×０年度、2０×１年度分别实现净利润１０００万元和8

００万元。乙公司除按净利润的１０％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按净利润的5％提取法定公益金外，未进行其他利润分配。假

定除净利润外，乙公司无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事项。甲公司2

０×１年１2月3１日应收乙公司账款余额为6００万元，年初



应收乙公司账款余额为5００万元。甲公司采用应收账款余额

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5％。甲公

司2０×１年１2月3１日的无形资产中包含有一项从乙公司购

入的无形资产，该无形资产系2０×０年１月１０日以5００

万元的价格购入的。乙公司转让该项无形资产时的账面价值

为4００万元。甲公司对该项无形资产采用直线法摊销，摊销

年限为１０年。要求：编制2０×１年度甲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有关的合并抵销分录。 ［解答］（１）借：实收资本 4００

０资本公积 2０００ 盈余公积 27０（１8００×１5％） 未分

配利润 １53０ 贷：长期投资 42００（3０００ １2０ １8００

×6０％） 少数股东权益 3１2０合并价差 48０ （2）借：投资

收益 48０（8００×6０％） 少数股东损益 32０ 年初未分配利

润 85０ 贷：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8０ 提取法定公益金 4０ 未分

配利润 １53０ （3）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9０（１5０×6０％

）贷：盈余公积 9０ 借：提取盈余公积 72（１2０×6０％）

贷：盈余公积 72 （4）借：坏账准备 25（5００×5％） 贷：

年初未分配利润 25 借：应付账款 6００ 贷：应收账款 6００ 

借：坏账准备 5 贷：管理费用 5 （5）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9

０ 贷：无形资产 9０ 借：管理费用 １０ 贷：无形资产 １０ 

或：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００贷：无形资产 １００ 借：无

形资产 １０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０ 借：无形资产 １０贷

：管理费用 １０ 第五节 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一、合并现

金流量表的作用和编制方法 (一)合并现金流量表的作用 (一般

了解) 合并现金流量表是综合反映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形成的企

业集团在一定期间现金流入量、流出量，以及现金净增减变

动情况的会计报表。它是以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



合并利润分配表，以及其他有关影响现金流量的资料为依据

进行编制而成的。其重要作用在于： １.有利于投资者、债权

人评价企业集团未来的现金流量，评估企业集团偿债能力、

支付股利能力和对外筹资能力。2.有利于报表使用者分析企

业集团本期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差异及其原因，便

于评估报告期内与现金有关或无关的投资及筹资活动。 (二)

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 １、以合并资产负债表、并利润

表为基础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其编制方法和个别现金流表

的编制方法基本相同；２、以个别现金流量表为基础编制合

并现流量表，其编制方法与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的

编制方法本相同。相对而言，以个别现金流量表为基础编制

合并现金流量较为简便易行。 二、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

一)集团内部经济业务事项的抵销 (二)编制抵销分录应注意的

问题 １、母公司向子公司的 权益性投资 应区别对待。 A、 

母公司直接向子公司投资或从证券市场上，购买子公司发行

的股票，属于集团内部现金转移，应予以抵销。 B、 但是，

母公司向子公司少数股东或从证券市场购买子公司股票，应

作为企业集团投资活动，视为现金流出； C、 反之，母公司

向少数股东或证券市场出售子公司股票而取得的收入，应视

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计算。 2、母公司向子公司的 债权性

投资 要有所别对待。 A、 母公司直接向子公司进行债权投资

，购买子公司发行的债券，属于集团内部现金转移，应予以

抵销； B、 母公司向子公司少数股东或从证券市场购买子公

司债券时，视为现金流出； C、 母公司向少数股东或证券市

场出售子公司股票而取得的收入，应视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

入计算。 3、子公司与少数股东之间的现金流量需单独反映



。 子公司与少数股东之间发生的影响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

经济业务事项包括 A、 少数股东对子公司增加权益性投资

；B、少数股东依法从子公司中抽回权益性投资；C、子公司

向其少数股东支付现金股利等。 为了便于母公司的股东、债

券人等投资者了解掌握其现金流量的情况，则有必要将子公

司与少数股东之间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情况单独予以反

映。 1） 对于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增加在于公司中的权益性投

资，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应当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下的“吸收权益性投资收到的现金”项目之后单独列项进

行反映； 2） 对于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依法抽回在子公司中的

权益性投资，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应当在“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下的“依法减资而支付的现金”项目之后单独列

项进行反映； 3） 对于子公司向少数股东支付的现金股利，

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应当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下

的“分配股利或利润所支付的现金”项目之后单独列项进行

反映。 典型选择 （１）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合并价差应当

在（ ）项目下列示。 Ａ流动资产 Ｂ长期投资 Ｃ无形资产 Ｄ

其他资产 （２）将企业集团内部本期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

备抵销处理时，应当借记坏账准备项目，贷记（ ）项目。Ａ

财务费用 Ｂ管理费用 Ｃ营业外收入 Ｄ投资收益 （３）少数

股东权益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当（ ）。Ａ在所有者权益类

项目下列示 Ｂ在流动负债项目下列示 Ｃ在长期负债项目下列

示 Ｄ作为少数股东权益单独列示 （４）下列情况中，丙公司

必须纳入甲公司合并范围的情况是（ ） Ａ 甲公司拥有乙公司

５０％的权益性资本，乙公司拥有丙公司６０％的权益性资

本 Ｂ 甲公司拥有丙公司４８％的权益性资本 Ｃ 甲公司拥有



乙公司６０％的权益性资本，乙公司拥有丙公司４０％的权

益性资本 Ｄ 甲公司拥有乙公司６０％的权益性资本，乙公司

拥有丙公司４０％的权益性资本，同时甲公司拥有丙公司４

８％的权益性资本 （５）对于以前年度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

资产，在将其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销时，抵销分录

是（ ） Ａ、借记产品销售收入，贷记固定资产原价 Ｂ、借记

年初未分配利润，贷记固定资产原价 Ｃ、借记累计折旧，贷

记固定资产原价 Ｄ、借记营业外收入，贷记固定资产原价 （

６）对于子公司以前年度提取的盈余公积进行抵销处理时，

应当编制的抵销分录是（ ） Ａ、借记年初未分配利润，贷记

盈余公积 Ｂ、借记提取盈余公积，贷记盈余公积 Ｃ、借记提

取盈余公积，贷记年初未分配利润 Ｄ、借记盈余公积，贷记

未分配利润 （７）对于以前年度抵销的内部应收账款计提的

坏账准备的数额，在本年度编制合并会计报表进行抵销处理

时，抵销分录是（ ） Ａ、借记年初未分配利润，贷记坏账准

备 Ｂ、借记坏账准备，贷记管理费用 Ｃ、借记坏账准备，贷

记营业外支出 Ｄ、借记坏账准备，贷记年初未分配利润（８

）对于以前年度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本期提取的折旧

费用中由于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而多计提的数额，在本期编

制合并会计报表进行抵销处理时，抵销分录是（ ）Ａ、借记

年初未分配利润，贷记管理费用 Ｂ、借记累计折旧，贷记管

理费用Ｃ、借记营业外支出，贷记管理费用 Ｄ、借记未分配

利润，贷记管理费用 （９）对于以前年度内部交易形成的固

定资产，以前年度提取的累计折旧中由于未实现内部销售利

润而多计提的数额，在本期编制合并会计报表进行抵销处理

时，抵销分录是（ ）Ａ、借记年初未分配利润，贷记管理费



用Ｂ、借记累计折旧，贷记管理费用Ｃ、借记营业外支出，

贷记累计折旧 Ｄ、借记累计折旧，贷记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

０）以前年度内部交易形成的存货在本期仍未实现对外销售

的情况下，对于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进行

抵销处理时，抵销分录是（ ）Ａ借记年初未分配利润，贷记

存货 Ｂ借记未分配利润，贷记存货 Ｃ借记营业费用，贷记存

货 Ｄ借记管理费用，贷记存货 （１１）某子公司本期从另一

子公司购进其生产的生产线一条，该生产线的生产成本为３

０００万元，销售价格为５０００万元（不含增值税）。该

子公司购进生产线后发生调试费用２００万元，于当年６月

２０日投入使用，该生产线的使用年限为１０年。其母公司

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应当抵销的累计折旧为（ ）万元。 Ａ

、１００ Ｂ、２００ Ｃ、２２０ Ｄ、３００ （１２）某公

司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应收账款

余额的５％，上年年末该公司对其子公司内部应收账款余额

总额为４０００万元，本年年末对其子公司内部应收账款余

额总额为６０００万元。该公司本年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应

抵销坏账准备的总额为（ ）万元。Ａ、０ Ｂ、１００ Ｃ、２

００ Ｄ、３００ （１８）在破产会计中，“清算损益”作为

核算企业破产清算期间处置资产、确认债务等发生的损益的

账户，下列项目中直接通过其核算的有（）． A.土地转让收

入 B.处理财产损益 C.清算前资本公积余额 D.清算前盈余公积

余额 E.破产清算期间生活费支出 典型例题：华丰公司１９９

６年１２月２０日将其生产的一台电子设备销售给甲公司，

该设备售价６００００元，增值税额为１０２００元，成本

４５０００元，甲公司另向运输部门支付包装及运杂费９０



０元。甲公司购入的设备于当日交付管理部门作为固定资产

使用。该设备折旧年限为３年，预计净残值为零，采用直线

法计提折旧。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甲公司从华丰公司

购入的设备使用期满。并于即日清理完毕。华丰公司拥有甲

公司９０％的权益性资本，从１９９６年起编制合并会计报

表。要求：编制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华丰公司与甲公司之间

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合并抵销分录。 ［解答］首先确定固定

资产原价中包含的内部销售利润＝６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注意本题中的增值税金和运输包装费用都不影

响内部销售利润 １９９６年末编制合并抵销分录： 借：产品

销售收入 ６００００ 贷：产品销售成本 ４５０００ 固定资

产原价 １５０００ １９９７年末编制抵销分录： 首先抵消原

价 借：年初（期初）未分配利润 １５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原

价 １５０００ 其次抵消当年多提折旧 借：累计折旧 ５００

０ 贷：管理费用 ５０００ １９９８年末编制抵消分录： 借

：年初（期初）未分配利润 １５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原价 １

５０００ 借：累计折旧 ５０００ 贷：年初（期初）未分配利

润 ５０００ 借：累计折旧 ５０００ 贷：管理费用 ５０００ 

１９９９年末编制抵消分录： 借：年初（期初）未分配利润 

５０００ 贷：管理费用 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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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