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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合并会计报表的特点 合并会计报表是指将母公司和

子公司形成的企业集团作为一个会计主体，由母公司根据母

公司和子公司的个别单位会计报表编制的，综合反映企业集

团整体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财务变动情况的会计报表。 

与单个企业编制的个别会计报表相比，合并会计报表一般有

以下特点(1)、合并会计报表的主体是经济意义上的复合会计

主体。(2)、合并会计报表由企业集团中对其他企业有控制权

的总公司或母公司编制。(3)、合并会计报表是以个别会计报

表为基础编制的。(4)、合并会计报表有其独特的编制方法。

2、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理论 合并理论是指如何认为指导合

并会计报表的观点。通俗地讲，是指应当站在怎样的立场上

来认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从而合理地确定合并的范围

和合并的方法。 (一)母公司理论 母公司理论是指站在母公司

股东的立场上，将合并会计报表视为母公司本身会计报表反

映范围的扩大，是母公司会计报表的扩充。包括的两个基本

要点：(1)、强调母公司股东的利益：只将属于母公司的股东

权益视为整个集团的权益，而将少数股东权益视为整个企业

集团的负债，对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收益视为整个企业集团

的费用。(2)、以是否形成控制作为确定合并范围的标准。 (

二)实体理论 实体理论认为合并会计报表是整个经济联合体的

会计报表，无论是多数股东权益还 少数股东权益都应被视为

整个企业集团的股东权益，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均作为股东



权益来处理；其相对应的收益也全部作为整个企业集团的收

益来处理。适用范围比较适合集团内部的管理人员对会计报

表的需求，适合用于整个企业集团管理生产经营活动。 (三)

所有权理论 所有权理论是指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既不强调

企业集团中的法定控制或实际控制关系，也不强调企业集团

各成员企业在所构成的经济实体中的平等关系，而是强调编

制合并会计报表的企业对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所拥有的所有

权。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企业，对其拥有所有权的企业的资

产、负债和当期实现的损益，均采用按照其拥有所有权的比

例合并计入合并会计报表中。适用范围：当某一企业由两个

持有相同5０％股份的企业共同投资（我国会计实务称为共同

控制）形成时，用所有权理论的解释和做法更具说服力。 二

、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 我国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

》采用的是母公司理论，由此相应地以被投资企业是否被母

公司控制作为标准来确定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 (一)应

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企业范围 １.母公司拥有半数以上权益性

资本的被投资企业。（量的要求） 权益性资本是指对企业拥

有投票权、并能够据此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资本，如股

份制企业中的普通股，有限责任公司中的投资者出资额等。

当母公司拥有被投资企业5０％以上股份时，母公司就拥有对

该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能够操纵股东大会对被投资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实施控制。对于母公司拥有被投资企业半数以

上的权益性资本，又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直接拥有

；(2)间接拥有；(3)混合拥有 2.被母公司控制的其他被投资企

业。（质的要求） 具体又可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１)与被

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得达成协议，并通过此协议持有该被投



资企业半数以上的表决权。(2)根据章程或协议，有权控制企

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3)有权任免公司董事会等类似权力机

构的多数成员。(4)在公司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拥有半数

以上的投票权。 (二)不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企业范围 2００2

年已经考过简答题目。 1、 已准备关、停、并、转的子公司

； 2、 按照破产程序，已宣告被清理整顿的子公司； 3、 已

宣告破产的子公司； 4、 准备近期出售而短期持有其半数以

上的权益性资本的子公司。 5、 受所在国外汇管制及其他管

制，资金调度受到限制的境外子公司。 ６、非持续经营的所

有者权益为负数的子公司（补充） 三、合并会计报表的种类

(一)按照其经济内容分类：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利润表 合并

利润分配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 (二)按照 其编制时间分类 １.控

制权取得日合并会计报表(并购日合并会计报表)，只需编制

合并资产负债表，一次性编制 2.控制权取得日后合并会计报

表（并购日后合并会计报表），包括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

利润表、合并利润分配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 连续性编制

。2００2年全国多选题目。 五、合并会计报表编制的原则和

方法 (一)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原则 A、 真实性原则； B、完

整性原则； C、及时性原则； D、以个别会计报表为基础原

则； E、一体性原则； F、重要性原则。 (二)合并会计报表的

编制方法主要采用购买法和权益集合法。 １、购买法编制合

并会计报表时，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母公司的净资产仍按

账面价值予以反映，而子公司的净资产则按购买日(控制权取

得日)的公允价值进行反映，购买成本超过取得净资产的公允

价值部分则列为合并价差，单独列项反映。 2.权益集合法编

制合并会计报表，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母公司和子公司的



资产和负债，均按 控制权取得日的账面价值进行反映，因而

不会产生合并价差。不论企业合并何时完成，当年的损益，

均可列入存续公司，或新公司，或母公司的损益。另外，子

公司的留存收益的处理也与购买法不同。 (三)合并会计报表

的编制程序 第二节 控制权取得日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一、购

买法下控制权取得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一)母公司拥有

子公司全部股权的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母公司购买正在持续

经营的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其支付的购买价(或称投资成本)

可能高于、低于或者等于子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列表说

明如下： 购买子公司全部股权的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情况 处

理方法 分录 母公司以账面价值购入子公司全部股权 应当将母

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与子公司的全部所有者权益加以抵销。 

借：所有者权益项目(子公司账面价值)贷：长期投资某子公

司 母公司以高于账面价值购入子公司全部股权 国外一般把这

部分差额视为商誉来处理，而我国要求作为合并价差来处理

。《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抵销时发生的合

并价差，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以‘合并价差’项目在‘长期

投资’项目中单独反映。”同时将高估或低估的资产负债项

目调整为其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入

合并价差。 借：所有者权益项目(子公司账面价值) 合并价差

贷：长期投资某子公司借：资产项目(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贷：负债项目(同上) 合并价差 母公司以低于账面价

值的投资成本购入子公司全部股权 对于母公司投资成本低于

子公司全部股权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合并价差来处理，在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以“合并价差”项目在长期投资项目中单

独反映(以负数表示)。，同时将高估或低估的资产负债项目



调整为其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入合

并价差。 借：所有者权益项目(子公司账面价值) 贷：长期投

资某子公司合并价差借：资产项目(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贷：负债项目(同上) 合并价差 (二)母公司购买子公司

部分股权的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按照母公司理论，少数股东

权益应作为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项目列示。 母公司购买子

公司部分股权也有三种情况，即按账面价值购买、高于账面

价值购买和低于账面价值购买，其合并会计报表编制也有所

不同。 购买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情况 处理

方法 分录 母公司以账面价值购入子公司部分股权（等于） 应

当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与子公司股东权益中属于母公司

权益的部分予以抵销，子公司股东权益中属于少数股东的部

分可直接转为少数股东权益。 借：所有者权益项目(子公司账

面价值×控股比例) 贷：长期投资某子公司 母公司以高于账

面价值购入子公司部分股权 除了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与

子公司股东权益中相应部分予以抵销外，还应当按也资比例

将子公司资产、负责相应部分的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也应确认为合并价差。 借：所有

者权益项目(子公司账面价值×控股比例)合并价差贷：长期

投资某子公司借：资产项目(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控股比例) 贷：负债项目(同上) 合并价差 母公司以低于账

面价值的投资成本购入子公司部分股权 除将母公司的投资与

子公司股东权益中相应部分予抵销外，还应按出资比例将子

公司资产、负债相应部分的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也应确认为合并价差。 借：所有者

权益项目(子公司账面价值) 贷：长期投资某子公司合并价差



借：资产项目(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控股比例)

贷：负债项目(同上) 合并价差 二、权益集合法下控制权取得

日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合并时，按子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入帐。 母公司在确认对子公司投资的同时，按所发生股票的

面值确认股本的增加，并将子公司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

分配利润中属于母公司的部分确认为自己的股东权益。相应

地，在编制购买日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只是将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上对子公司“长期投资”帐户的余额与被合并子公司股

东权益中属于母公司的部分予以抵销。而子公司股东权益中

未被合并的部分即为少数股东权益，则作为企业集团的负债

处理。母公司以发行和:)股票的方式获得子公司的股权，可以

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获得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另一种是获

得子公司的部分股权。 (一) 母公司获得子公司全部股权的合

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借：长期投资子公司 贷款：股本 （母公司

发行的股票面值） 资本公积 （子公司的账面价值 母公司与子

公司股票面值差额） 盈余公积 （子公司的账面价值） 在编制

合并会计报表时，应当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与子公司全

部股东权益予以抵销。 借：所有者权益项目 (子公司账面价

值) 贷：长期投资子公司 (二) 母公司获得子公司部分股权的

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购买日的分录同上（P253） 在编制合并

报表时，应当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与子公司股东权益中

属于母公司的部分予以抵销。 借：所有者权益项目 (子公司

账面价值×控股比例) 贷：长期投资子公司 三、购买法和权

益集合法在控股权取得日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比较 1、 合并

价差问题：购买法核算产生合并价差，权益集合法核算不产

生合并价差。 2、 留存收益的处理：购买法下，母公司不能



将子公司的留存收益列为自己的留存收益，而权益集合法下

，子公司的留存收益可以 全部 或 部分地 列入母公司的留存

收益。 第八章 企业合并会计(三) 购并日后合并会计报表 指由

母公司在控制权取得日后的各个会计期末编制的，反映整个

企业集团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报表。 第一节 集

团内部经济业务事项 一、集团内部企业经济业务事项的类别

其对合并会计报表编制的影响 二、集团内部经济业务事项的

分类三大类。 (一)投资事项 (二)交易事项 (三)借贷事项 三、

合并会计报表编制的抵销项目 报表 需抵销的项目 合并资产负

债表 １、母公司对子公司 权益性投资 项目与子公司相应 所

有者权益 项目； 2、母公司对子公司 债权性 投资 项目与子公

司相应的 负债 项目； 3、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

发生的 内部 债权债务 项目； 4、5、6、集团 内部购进 存货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中包含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项目；

7、盈余公积 项目。 合并利润表和合并利润分配表 １、产品

销售收入和产品销售成本项目中的内部销售收入（成本）的

数额； 2、管理费用 项目中的 内部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等； 3、账务费用 项目中的 内部利息费用； 4、投资收益 项

目中的内部权益性资本投资收益和内部债券投资收益等； 5

、纳入合并范围的 子公司利润分配 项目，等等。 合并现金流

量表 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项目，具体包括： (１)集

团用职权内部企业 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付的现金项目；

(2)集团内部企业间 经营租赁收付的租金 项目。2、投资和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项目，具本包括： (１)集团内部企业

间权益性投资、支付股利或利润及收回投资收付的现金项目

(2)集团内部企业间债权性投资、本金及利息偿付的现金项目



； (3)集团内部企业间借款、本金及利息偿付的现金项目；

(4)集团内部企业间融资租赁收付的现金项目； (5)集团内部企

业间转让固定、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收付的现金项目。 第二

节 编制合并会计报表集团内部投资事项的抵销 一、集团内部

权益性投资的抵销 权益性投资的抵销的方法 全资子公司 非全

资子公司 权益性投资本身的抵销 借：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

积 未分配利润 合并价差(母公司投资成本大于子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部分)贷：长期投资--**公司 合并价差(母公司投资成本

小于子公司股东权益合计部分) 借：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合并价差(母公司投资成本大于子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部分)贷：长期投资--**公司 少数股东权益 合并价差(母公

司投资成本小于子公司股东权益合计部分) 权益性投资收益的

抵销 借：投资收益 年初未分配利润 贷：提取盈余公积 应付

利润 未分配利润 借：投资收益 少数股东收益 年初未分配利

润贷：提取盈余公职 应付利润 未分配利润 盈余公积的重新调

整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贷：盈余公积 (子公司全部) 借：提取

盈余公积 贷：盈余公积 (子公司全部)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贷

：盈余公积 (母公司所能享有部分)借：提取盈余公积 贷：盈

余公积 (母公司所能享有部分) 二、集团内部债权性投资的抵

销 １、债权性投资抵销的原因： 借：应付债券(子公司) 贷：

长期投资(母公司) 2、投资收益的抵销： 借：投资收益 (母公

司) 在编制合并工和底稿时，编制抵消分录为： 贷：财务费

用 (子公司) 借：应付债券（本金 利息） 在建工程 (子公司：

若该资金用于在建工程) 贷：长期投资 典型例题：华丰公司

拥有某一子公司７０％的股份。华丰公司与该子公司之间债

权债务情况如下：（１）华丰公司本期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５７８００００元，其中对子公司内部应收账款余额２４０

００００元。华丰公司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采用应收

账款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５％。（２）

华丰公司本期期末应收票据余额为４２２００００元，其中

对子公司内部应收票据余额１６０００００元。（３）子公

司本期期末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余额为３３０００００元，其

中债券面值为３００００００，其余为应计利息。该债券投

资系购买华丰公司对外发行的债券。华丰公司发行该债券的

票面年利率为５％，系按面值发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

券，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用于建造生产线，该生产线目前处

于在建过程之中。要求：编制内部债权债务抵销相关的抵销

分录。 ［解答］（１）借：应付账款 ２４０００００ 贷：应

收账款 ２４０００００ 借：坏账准备 １２００００ 贷：管

理费用 １２００００ （２）借：应付票据 １６０００００ 

贷：应收票据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３）借：应付债券 ３３００

０００ 贷：长期债券投资 ３３０００００ 借：投资收益 ３

０００００ 贷：在建工程 ３０００００ 第三节 编制合并会

计报表 集团内部交易事项的抵销 一、集团内部交易事项的类

别及其对合并会计报表的影响 内部交易事项的分类１、内部

存货交易事项；2、内部固定资产交易事项；3、内部无形资

产交易事项；4、内部租赁交易事项 二、内部交易的已实现

内部利润和未实现内部利润 三、集团内部存货交易的抵销 (

一)内部购进行存货全部售出的抵销处理 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时，必须将销售企业的销售收入与购买企业的销售成本予以

抵销。分录为： 借：产品销售收入 （内部售价） 贷：产品销

售成本 （内部售价） 由于销售企业的内部销售利润已经全部



实现，所以两个企业的个别利润表上的利润数相加即可。 (

二)内部购进存货 全部未对外销售进的抵销处理 (１)顺流销售

。即子公司从母公司购入存货，母公司为销货企业，子公司

为购货企业。 借：产品销售收入 (内部售价) 贷：产品销售成

本 (母公司存货成本) 存货 (内部销售毛利) （2）逆流销售。

即母公司从子公司购买存货，子公司为销售企业，母公司为

购货企业。 A、 如果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则其抵销处理方

法与 顺流销货 一致。 B、 如果子公司是非全资子公司应当将

子公司未实现内部利润中按母公司控股比例计算出的应当属

于母公司的部分予以抵销。而对于子公司未实现内部利润中

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部分，则视作集团对外销售已实现内部

利润。抵销分录如下： 借：产品销售收入(内部售价×控股比

例) 贷：产品销售成本(母公司存货成本×控股比例) 存货 (内

部销售毛利×控股比例) (三)内部购进存货 未全部 对外销售

时的抵销处理 抵销的方法：两种情况： (１)顺流销售。 借：

产品销售收入 (内部售价) 贷：产品销售成本 (母公司存货成

本 已实现内部利润) 存货 (未实现内部利润) (2)逆流销售。在

逆流销售情况下，如果子公司为 全资 子公司，则其抵销处理

方法与顺流销售相同。 如果子公司是 非全资 子公司，则只能

将子公司未实现内部利润中应当纳入合并范围的部分予以抵

销，即，应当将子公司未实现内部利润中按母公司控股比例

计算出的应当属于母公司的部分予以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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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