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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分别在15分。考点在于各种收入的合理确认。如果你考过

了注册，本章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1 、 【案例（一）】 红

星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7%。该

公司2004年度发生如下销售业务，销售价款均不含应向购买

方收取的增值税额。 （1）红星公司与A公司签订一项购销合

同，合同规定，红星公司为A企业建造安装两台电梯，合同

价款为800万元。按合同规定，A企业在红星公司交付商品前

预付价款的20%，其余价款将在红星公司将商品运抵A公司并

安装检验合格后才予以支付。红星公司于本年度12月25日将

完成的商品运抵A企业，预计于次年1月31日全部安装完成。

该电梯的实际成本为580万元，预计安装费用为10万元。 （2

）红星公司本年度销售给C企业一台机床，销售价款50万元，

红星公司已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提货单交与C企业，C

企业已开出商业承兑汇票，商业汇票期限为三个月，到期日

为次年2月3日。由于C企业车间内旋转该项新设备的场地尚未

确定，经红星公司同意，机床待次年1月20日再予提货。该机

床的实际成本为35万元。 （3）红星公司本年度1月5日销售

给D企业一台大型设备。销售价款200万元。按合同规定，D

企业于1月5日先支付货款的20%，其余价款分四次平均支付，

于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支付。设备已发出，D企业已验收

合格。该设备实际成本为120万元。 （4）红星公司本年度委

托×商店代销一批零配件，代销价款40万元；本年度收到×



商店交来的代销清单，代销清单列明已销售代销零配件

的80%，×商店按代销价款的5%收取手续费。该批零配件的

实际成本为25万元。 （5）红星公司本年度销售给×企业一台

机床，销售价款为35万元，对企业已支付全部价款。该机床

本年12月31日尚未完工，已发生的实际成本为15万元。 （6）

红星公司于4月20日以托收承付方式向B企业销售一批商品，

成本为6万元，增值税发票上注明：售价10万元，增值

税17000元。该批商品已经发出，并已向银行办妥托收手续。

此时得知B企业在另一项交易中发生巨额损失，资金周转十分

困难，已经拖欠另一公司的货款。 （7）红星公司本年度12

月1日销售一批商品，增值税发票上的售价8万元，增值税

额13600元，销售成本为6万元，货到后买方发现商品质量不

合格，电话告知红星公司，提出只要红星公司在价格上给予5

％的折让，3天内保证付款，红星公司应允并已通知买方。 

（8）红星公司上年度12月18日销售A商品一批，售价5万元，

增值税额8500元，成本2.6万元。合同规定现金折扣条件为2

／10；l／20；n／30。买方于上年度12月27日付款，享受现金

折扣1000元。红星公司现金折扣处理采用总价法处理。本年

度5月20日该批产品因质量严重不合格被退回。 要求：根据上

述所给资料，计算红星公司2004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要求列出计算过程，答案中的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 (综合题)[本题13.30分]答案分析是营业收入=50＋200×60%

＋40×80% 7.6-5=204.6（万元） 营业成本=35＋120×60%＋25

×80% 6-2.6=130.4（万元） 【分析】会计制度规定，如果销

售方对出售的商品还留有所有权的重要风险，如销售方对出

售的商品负责安装、检验等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交易



通常不确认收入。因此： （1）中的购销业务不能在2004年确

认收入，因为安装服务为合同中的重要条款。 （2）中商品

所有权已经转移，相关的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的证据

，因此应当确认收入、结转成本。营业收入为50万元、营业

成本为35万元。 （3）为分期收款销售，在这种方式下按合同

约定的收款日期分期确认营业收入。根据合同D企业在1月5

日、6月 30日、12月 31日分别支付了60%的价款，因而2004年

共实现营业收入200×60%万元，营业成本120×60%万元。 

（4）中的委托代销商品在收到受托方的代销清单时再确认营

业收入。因而按代销清单所列本年营业收入为40×80%万元，

营业成本为25×80%万元。 （5）属于订货销售业务。按照订

货销售业务确认收入的原则，订货销售业务应在将商品交付

购买方时确认收入，并结转相关的成本。因此，该项业务不

应确认收入，也不可结转相关成本。 （6）此项收入目前收

回的可能性不大，应暂不确认收入。 （7）该项业务属于销

售折让，也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确认的营业收入为76000元

（80000-4000），同时结转营业成本6万元。 （8）此项销售

退回应冲减退回月份的收入及成本。由于此项业务涉及现金

折扣问题，但总价法核算，原收入的确认是不考虑现金折扣

，其折扣是作为财务费用处理的。所以冲减的收入为5万元，

成本2.6万元，还应冲减财务费用、所得税等。【案例（二）

】 甲公司为上市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

税率为17％；产品的销售价格中均不含增值税额；不考虑除

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相关税费。甲公司2004年发生的有关交易

如下： （1）2004年1月1日，甲公司与A公司签订受托经营协

议，受托经营A公司的全资子公司B公司，受托期限2年。协



议约定：甲公司每年按B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或净亏损）

的70％获得托管收益（或承担亏损）。A公司系C公司的子公

司；C公司董事会9名成员中有7名由甲公司委派。 2004年度

，甲公司根据受托经营协议经营管理B公司。2004年1月1日，

B公司的净资产为 12000万元。2004年度，B公司实现净利

润1000万元（除实现净利润外，无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至2004年12月31日，甲公司尚未从A公司收到托管收益。 （2

）2004年2月10日，甲公司与D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向D公司

销售产品一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销售价格为1000万

元，增值税额为170万元。该批产品的实际成本为750万元，

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产品已发出，款项已收存银行。甲公

司系D公司的母公司，其生产的该产品96％以上均销往D公司

，且市场上无同类产品。 （3）2004年4月11日，甲公司与 E

公司签订协议销售产品一批。协议规定：该批产品的销售价

格为21000万元；甲公司应按E公司提出的技术要求专门设计

制造该批产品，自协议签订日起2个月内交货。至2004年6月7

日，甲公司已完成该批产品的设计制造，并运抵E公司由其验

收入库；货款已收取。甲公司所售该批产品的实际成本为

14000万元。 上述协议签订时，甲公司特有E公司30％有表决

权股份，对E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相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

值为9000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2004年5月8日，甲公司将所

持有E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G公司，该股权的市场价格

为10000万元，实际转让价款为15000万元；相关股权划转手续

已办理完毕，款项已收取。G公司系甲公司的合营企业。4

）2004年4月12日，甲公司向H公司销售产品一批，共计2000

件，每件产品销售价格为10万元，每件产品实际成本为6.5万



元；未对该批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该批产品在市场上的

单位售价为7.8万元。货已发出，款项于4月20日收到。除向H

公司销售该类产品外，甲公司2004年度没有对其他公司销售

该类产品。甲公司董事长的儿子是H公司的总经理。 （5

）2004年5月1日，甲公司以20000万元的价格将一组资产和负

债转让给M公司。该组资产和负债的构成情况如下：①应收

账款：账面余额10000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2000万元；②固

定资产（房屋）：账面原价8000万元，已提折旧3000万元，

已计提减值准备1000万元；③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800万元

。5月28日，甲公司办妥了相关资产和负债的转让手续，并将

从M公司收到的款项收存银行。市场上无同类资产、负债的

转让价格。M公司系N公司的合营企业，N公司系甲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6）2004年12月5日，甲公司与W公司签订合同

，向W公司提供硬件设备及其配套的系统软件，合同价款总

额为4500万元（不含增值税额），其中系统软件的价值

为1500万元。合同规定：合同价款在硬件设备及其配套的系

统软件试运转正常2个月后，由W公司一次性支付给甲公司；

如果试运转不能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则W公司可拒绝付款

。至2004年12月31日，合同的系统软件部分已执行。该系统

软件系甲公司委托其合营企业Y公司开发完成，甲公司为此已

支付开发费900万元。上述硬件设备由甲公司自行设计制造，

并于2004年12月31日完成设计制造工作，实际发生费用2560万

元 要求： 分别计算2004年甲公司与A公司、D公司、E公司

、H公司、M公司及W公司发生的交易对甲公司2004年度利润

总额的影响。 (综合题)[本题13.30分]答案分析是（1）甲公司

与A公司 此项属于受托经营企业。因为C公司董事会9名成员



中有7名有甲公司委派，A公司系C公司的子公司，所以甲公

司与A公司是关联方。甲公司应按以下三者孰低的金额确认

为其他业务收入。①受托经营协议确定的收益，②受托经营

企业实现净利润，③受托经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0％的

，按净资产的10%计算的金额。 受托经营协议收益＝1000

×70％＝700（万元） 受托经营实现净利润＝1000（万元） 净

资产收益率＝1000÷（12000＋1000）＜10% 所以，2004年甲

公司与A公司发生的交易对甲公司2004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

＝1000×70％＝700（万元）（甲公司应将700万元计入其他业

务收入） （2）甲公司与D公司 此项属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正常的商品销售业务。因为甲公司系D公司的母公司，所

以甲公司与D公司是关联方。此项甲公司与非关联方之间的

商品销售未达到商品总销售量的20%，且实际交易价格（1000

万元）超过所销售商品账面价值的120%（750×120%=900万

元），甲公司应将商品账面价值的120%确认为收入。2004年

甲公司与D公司发生的交易对甲公司2004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

＝750×120％－750＝150（万元）（3）甲公司与E公司 此项

属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的商品销售业务。虽然甲公

司将持有E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G公司，但在交易发生时，甲

公司与E公司之间具有关联方关系。甲公司与E公司发生的交

易对甲公司2004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16800（应确认的收入

）-14000（应确认的费用）=2800（万元）。 （4）甲公司与H

公司 此项属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的商品销售业务。

因为甲公司董事长的儿子是H公司的总经理，所以甲公司与H

公司具有关联方关系。甲公司与H公司发生的交易对甲公

司2004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15600（7.8×2000应确认的收入



）-13000（6.5×2000应确认的费用）=2600（万元）； （5）

甲公司与M公司 此项属于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的其他销售。

因为M公司系N公司的合营企业，N公司系甲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所以甲公司与M公司具有关联方关系。上市公司向关联

方出售净资产，实际交易价格超过相关资产、负债账面价值

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不确认为收入。此项实际交易价格

超过相关资产、负债账面价值=20000－[（10000－2000）＋

（8000－3000－1000）－800]＝8800（万元），应确认资本公

积。甲公司与M公司发生的交易对甲公司2004年度利润总额

的影响为0。 （6）甲公司与W公司 此项甲公司与W公司不具

有关联方关系。甲公司的收入不应确认，根据配比原则，相

关的成本也不应确认，要到试运转2个月后W公司付款时才能

确认相关收入。2004年甲公司与W公司发生的交易对甲公

司2004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0（万元） 【案例（三）】 某

建筑公司与A公司签订了一项总金额为900万元的建造合同，

承建一座发电站。合同规定发电机由A公司负责采购，并

于2001年1月交给建筑公司。工程于1997年8月开工，预计2002

年6月完工。最初预计合同总成本为800万元，1998年底由于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使得预计合同总成本变为960万元

，2000年A公司要求改变部分设计，并同意增加变更收入50万

元，并且2000年底由于原材料价格下降等因素，使得预计合

同总成本变为900万元。2001年4月A公司才将发电机交付给建

筑公司，建筑公司因客户延期交货而要求客户支付延误工期

款l00万元，客户同意这项索赔，但只同意支付延误工期款50

万元。2002年5月，建筑公司提前1个月完成了合同，工程质

量优良，客户同意支付奖励款30万元。完工后建筑公司将残



余物资变卖后获得收益5万元。有关资料如下（单位：万元）

： 年度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已发生的成

本 100 240 480 630 810 890尚需发生的成本 700 720 480 270 90 已

结算价款 50 150 200 220 310 100实际收到价款 45 130 190 230 290

145要求：计算确定每年的合同收入、合同毛利、合同费用。

(综合题)[本题13.30分]答案分析是1、1997年： 完工进度=100

÷（100 700）=12.5％ 确认的合同收入=900×12.5％=112.5万

元 1997年确认的毛利=（900-800）×12.5％=12.5万元 确认的

合同费用=112.5－12.5=100万元 2、1998年： 完工进度=240÷

（240 720）=25％ 确认的合同收入=900×25％-112.5=112.5万

元 1998年确认的毛利=（900-960）×25％-12.5=-27.5万元 确认

的合同费用=112.5－（-27.5）=140万元 合同预计损失=

（960-900）×（l－25％）=45万元 3、1999年： 完工进度=480

÷（480 480）=50％ 确认的合同收入=900×50％-（112.5 112.5

）=225万元 1999年确认的毛利=（900-960）×50％-

（12.5-27.5）=-15万元 确认的合同费用=225-（-15）-45=195

万元 合同预计损失=（960-900）×（l－50％）=30万元 4

、2000年： 完工进度=630÷（630 270）=70％ 确认的合同收

入=900×70％-（112.5 112.5 225）=215万元 2000年确认的毛

利=（900 50-960）×70％-（12.5-27.5-15）=65万元 确认的合

同费用=215-65-30=120万元 5、2001年： 完工进度=810÷

（810 90）=90％ 确认的合同收入=900×90％-（112.5 112.5 225

215）=235万元 2001年确认的毛利=（900 50-960）×90％-

（12.5-27.5-15 65）=55万元 确认的合同费用=235-55=180万元

6、2002年： 确认的合同收入=（1000 30）-（112.5 112.5 225

215 235）=130万元 2002年确认的毛利=[（1000 30）-（890-5



）]-（12.5-27.5-15 65）=55万元 确认的合同费用=130-55=7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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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