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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1.从银行提取现金，按支票存根记载的提取金额《

小企业会计制度》（主要会计事项分录举例） 借：现金 贷：

银行存款 2.将现金存入银行，按银行退回给收款单位的收款

凭证联上的金额 借：银行存款 贷：现金 3.因支付职工出差费

用等原因所需的现金，按支出凭证所记载的金额 借：其他应

收款等 贷：现金 收到出差人员交回的差旅费剩余款并结算时 

借：现金（按实际收回的现金） 管理费用（按应报销的金额

） 贷：其他应收款（按实际借出的现金） 4.每日终了结算现

金收支、财产清查等发现的现金短缺或溢余 （1） 如为现金

短缺 借：其他应收款、现金（按应由责任人赔偿的部分） 管

理费用（按实际短缺的金额扣除应由责任人赔偿的部分后的

金额） 贷：现金（按实际短缺的金额） （2） 如为现金溢余 

借：现金（按实际溢余的金额） 贷：其他应付款（按应支付

给有关人员或单位的部分） 营业外收入（按实际溢余的金额

超过应支付给有关人员或单位的部分后的金额） 5.发生的存

款利息，根据银行通知及时编制收款凭证 借：银行存款 贷：

财务费用 如为购建固定资产的专门借款发生的存款利息，在

所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应冲减在建工

程成本 借：银行存款 贷：在建工程 6.小企业发生外币业务时

，应将有关外币金额折合为记账本位币金额记账。除另有规

定外，所有与外币业务有关的账户，应当采用业务发生时的

汇率或业务发生当期期初的汇率折合。 （1） 小企业发生外



币兑换业务，如为购入外币 借：银行存款××外币账户（取

得的外币按当日或期初市场汇率折合的记账本位币金额） 财

务费用（按借方差额） 贷：银行存款（按实际支付的记账本

位币金额） 财务费用（按贷方差额） （2） 小企业发生外币

兑换业务，如为卖出外币 借：银行存款（按实际收到的记账

本位币金额） 财务费用（按借方差额） 贷：银行存款一一×

×外币账户（卖出的外币按当日或期初市场汇率折合的记账

本位币金额） 财务费用（按贷方差额） （3） 小企业购入材

料、商品或设备，以外币结算时，应按购入当日或期初的市

场汇率将支付的外币或应支付的外币折算为记账本位币入账 

借：材料 库存商品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固定资

产等 贷：银行存款××外币账户 应付账款××外币账户 银行

存款人民币户（如以人民币支付税金） （4） 小企业销售商

品或产品，以外币结算时，应按当日或期初的市场汇率将外

币销售收入折算为记账本位币入账 借：银行存款××外币账

户 应收账款等××外币账户 贷：主营业务收入等 （5） 小企

业借入外币借款时，应按借入外币时的市场汇率或期初市场

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入账 借：银行存款××外币账户 贷：

短期借款××外币账户 长期借款等××外币账户 （6） 接受

外币资本投资 合同约定汇率的： 借：银行存款××外币账户

（按收到外币当日的汇率折合的记账本位币金额） 资本公积

外币资本折算差额（按借方差额） 贷：实收资本（按合同约

定汇率折合的记账本位币金额） 资本公积外币资本折算差额

（按贷方差额） 合同没有约定汇率的： 借：银行存款××外

币账户（按收到出资额当日的汇率折合的记账本位币金额） 

贷：实收资本 7.期末，各种外币账户的外币余额应当按照期



末汇率折合为记账本位币，按照期末汇率折合的记账本位币

金额与原账面记账本位币金额之间的差额，作为汇兑损益，

分别情况处理：筹建期间发生的汇兑损益，计入长期待摊费

用；与购建固定资产有关的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兑损益，在满

足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时至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

前的期间内发生的，计入所购建固定资产成本；除上述情况

外，汇兑损益均计入当期财务费用。 （1） 如为汇兑收益 借

：银行存款××外币账户 应收账款等××外币账户 贷：财务

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 借：长期借款××外币账户 贷：在建工程

（2） 如为汇兑损失 借：财务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 贷：银行存

款××外币账户 应收账款等××外币账户 借：在建工程 贷：

长期借款××外币账户 8.将款项汇往采购地银行开立采购专

户 借：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贷：银行存款 收到采购员交来

供应单位发票账单等报销凭证时 借：在途物资 材料 库存商品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

款 将多余的外埠存款转回当地银行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货

币资金外埠存款 9.将款项存入银行以取得银行汇票、银行本

票 借：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存款 银行本票存款 贷：银行存

款 使用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后，根据发票账单等有关凭证 借

：在途物资 材料 库存商品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存款 银行本票存款 如有多余款或

因超过付款期等原因而退回款项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货币

资金银行汇票存款 银行本票存款 10.将款项存入银行以取得信

用卡以及信用卡使用过程中向其账户续存资金 借：其他货币

资金信用卡存款 贷：银行存款 使用信用卡购物或支付有关费

用 借：有关科目 贷：其他货币资金信用卡存款 11.向银行开



立信用证，交纳保证金 借：其他货币资金信用证保证金存款 

贷：银行存款 根据开证行交来的信用证来单通知书及有关单

据列明的金额 借：库存商品等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 贷：其他货币资金信用证保证金存款 银行存款 12.向证

券公司划出资金时，按实际划出的金额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

出投资款 贷：银行存款 购买股票、债券等时，按实际发生的

金额 借：短期投资等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二） 

短期投资 1.购入各种股票、债券等作为短期投资的，按照实

际支付的价款 借：短期投资 贷：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如

果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

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借：短期投资（按实际支

付的价款减去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后的金额） 应收股息（按应领取的现

金股利、利息等） 贷：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按实际支付

的价款） 2.投资者投入的短期投资，按照技资各方确认的价

值 借：短期投资 贷：实收资本等 3.收到原已计入应收项目的

现金股利或利息 借：银行存款等 贷：应收股息 4.收到被投资

单位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息等 借：银行存款等 贷：短期技资

5.出售股票、债券或到期收回债券本息 借：银行存款（按实

际收到的金额） 投资收益（按借方差额） 贷：短期投资（按

出售或收回短期投资的成本） 应收股息（按未领取的现金股

利、利息） 投资收益（按贷方差额） 6.期末，应将持有的短

期投资的总市价与总成本进行比较，如总市价低于总成本的

，按其差额 借：投资收益 贷：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如已计提跌

价准备的短期投资的市价以后又恢复，应在已计提的跌价准

备范围内转回 借：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贷：投资收益 （三）应



收款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1.因销售商

品、产品、提供劳务等而收到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 借：应

收票据（按应收票据的面值） 贷：主营业务收入等（按实现

的营业收入）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按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2.以应收票据抵偿应收账款，按应收

票据面值 借：应收票据 贷：应收账款 3.带息应收票据应于期

末时按应收票据的票面价值和确定的利率计提利息 借：应收

票据 贷：财务费用 4.持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向银行贴现（不带

息票据） 借：银行存款（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财务费用（按

贴现息） 贷：应收票据（按应收票据的票面余额） 5.持未到

期的应收票据向银行贴现（带息票据） 借：银行存款（按实

际收到的金额） 财务费用（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小于票据账面

余额的差额） 贷：应收票据（按应收票据的账面余额） 财务

费用（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大于票据账面余额的差额） 6.贴现

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承兑人的银行账户余额不足支付，申

请贴现的小企业收到银行退回的应收票据、支款通知和拒绝

付款理由书或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时，按所付本息 借：应

收账款 贷：银行存款 如申请贴现小企业的银行存款账户余额

不足，银行作逾期贷款处理，按转作贷款的本息 借：应收账

款 贷：短期借款 7.将持有的应收票据背书转让，以取得所需

物资（不带息票据） 借：材料库存商品等（按应计入取得物

资成本的价值）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银行存款

（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应收票据（按应收票据的账面余

额） 银行存款（按实际支付的金额） 8.将持有的应收票据背

书转让，以取得所需物资（带息票据） 借：材料库存商品等

（按应计入取得物资成本的价值）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 银行存款（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应收票据（按

应收票据的账面余额） 财务费用（按尚未计提的利息） 银行

存款（按实际支付的金额） 9.应收票据到期 （1）收回本息 

借：银行存款（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应收票据（按应收

票据的账面余额） 财务费用（按其差额） （2）因付款人无

力支付票款，收到银行退回的商业承兑汇票、委托收款凭证

、未付票款通知书或拒绝付款证明等，按应收票据的账面余

额 借：应收账款 贷：应收票据 （3）到期不能收回的带息应

收票据，转入“应收账款”科目核算后，期末不再计提利息

，其应计提的利息，在有关备查簿中进行登记，待实际收到

时冲减收到当期的财务费用。 10.企业发生应收账款 借：应收

账款（按应收金额） 贷：主营业务收入等（按实现的销售收

入）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1.收回应收账款 借

：银行存款等 贷：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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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