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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4_BB_8E_E4_c42_249485.htm 五、会计要素 为了

具体实施会计核算，还应对会计所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即会

计对象）进行分类。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进行的基本分类

，是会计核算对象的具体化，是用于反映会计主体财务状况

，确定经营成果的基本单位。由于企业会计对象就是企业的

资金运动，因此对于企业而言也可以表述为：会计要素是对

资金运动进行的基本分类。会计要素共计有六项，分为两大

类。第一类会计要素表现资金运动的静止状态，反映企业的

财务状况，包括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项。第二类会计

要素表现资金运动的显著变动状态，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包括收入、费用和利润三项。 （一）反映财务状况的会计要

素 财务状况是指企业一定日期的资产及权益情况，是资金运

动相对静止状态的表现，反映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包括三项

，即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1.资产 （1）定义（需要牢记

）：资产是指由于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

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2）特

征：（可以出选择题和简答题） 第一，资产是由于过去的交

易或事项所形成的； 第二，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第

三，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3）分类（易考

选择题）： 按其流动性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流动资产指的是可以在一年或者长

于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营业周期是指从取得存货开始到销

售存货并收回现金为止的这段时间）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



，包括现金、银行存款、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款项、待摊

费用、存货等。其中，“应收及预付款项”包括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等

。“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商品、在产品、半成品、产成

品等。 长期投资是短期投资以外的投资，主要指的是投资期

限在一年以上的投资，按照投资性质可以分为长期股权投资

和长期债权投资。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

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较高

的有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或者提供劳务、出租

给他人或为经营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

性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

土地使用权、商誉等等。无形资产分为可辨认无形资产和不

可辨认无形资产。不可辨认无形资产指的是商誉，其它的无

形资产都是可辨认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指的除上述资产以外

的资产，如长期待摊费用。 〔例13〕下列属于资产的特征的

是（ ）。 A.资产是由于过去或现在的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 B.

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C.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

利益 D.资产一定具有具体的实物形态 答案：BC 解析：选项A

的表述不正确，资产不是由现在的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选

项D明显不正确，例如无形资产属于资产，但没有具体的实

物形态。 2.负债 （1）定义（需要牢记）：负债是指过去的交

易、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

流出企业。 （2）特征：（易考简答题） 第一，负债是由过

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第二，负债的清偿预期会导致经济

利益流出企业。 （3）分类：负债按其流动性不同，分为流

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流动负债是指将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



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

付账款、预收货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应

付股利、其它暂收及应付款、预提费用和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等。 长期负债是指偿还期限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

业周期以上的债务，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

等。 3.所有者权益 （1）定义：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所有者在

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

额。 说明：企业资产形成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债权人

，一个是所有者。债权人对企业资产的要求权形成企业负债

，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要求权形成企业的所有者权益。 （2

）特征：（易考简答题） 第一，除非发生减资、清算或分派

现金股利，企业不需要偿还所有者权益； 第二，企业清算时

，只有在清偿所有的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才可还给所有者； 

第三，所有者凭借所有者权益能够参与利润分配。 （3）内

容（需要牢记）： 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或者股本）、

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其中，前两者是由企

业所有者直接投入的（例如溢价发行股票），而盈余公积和

未分配利润是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所实现的利润留存企业所

形成的部分，因此，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又统称为留存收

益。 所以，也可以表述为：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或股

本）、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等。 〔例14〕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

济利益 B.所有者权益的金额等于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 C.企

业不需要偿还所有者权益 D.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或股

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留存收益等 答案：AB 解析：

除非发生减资、清算或分派现金股利，企业不需要偿还所有



者权益。因此，C的说法不正确；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

（或股本）、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等。因此，D的说法不正

确。 （二）反映经营成果的会计要素 经营成果是企业在一定

时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最终成果，是资金运动显著

变动状态的主要体现。反映经营成果的会计要素也包括三项

，即收入、费用和利润。 1.收入： （1）定义：收入是指企业

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形成

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2）分类：按企业经营业务的主次

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一般指的

是营业执照注明的主营业务所取得的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一

般指的是营业执照注明的兼营业务所取得的收入。 （3）收

入与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关系： 收入表现为企业资产

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或两者兼而有之（部分收入还债），

最终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注意： 1）并非所有资产

增加或负债减少而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增加都是企业的收入；

（例如接受投资） 2）收入只包括本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

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代收的款项； 3）收入不包括处置固

定资产净收益、固定资产盘盈、出售无形资产收益等。 〔

例15〕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收入是指企业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形成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

的总流入 B.所有者权益增加一定表明企业获得了收入 C.收入

只包括本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代收

的款项 D.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属于收入 答案：ABD 解析：收

入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

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所有者权益增加不一定表

明企业获得了收入；收入不包括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固定



资产盘盈、出售无形资产收益等。 2.费用 （1）定义：费用是

指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

的流出。 （2）分类：按照其经济用途不同，费用可以分为

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前者计入产品成本，包括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后者不计入产品成本而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营业费用。 （3）费用与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关系： 费用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减

少或负债的增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广告费，部分欠款）

最终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减少。 （4）费用和生产成本的

关系 企业的产品销售后，其生产成本就转化为销售当期的费

用，称为产品销售成本或主营业务成本，计入当期利润。 注

意： 1）并非所有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而引起的所有者权益

减少都意味着企业发生了费用；（例如抽回投资） 2）费用

不包括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自然灾害损失等。 〔例16〕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生产成本均可以直接计入产品成本

B.制造费用属于期间费用 C.自然灾害损失属于费用 D.费用表

现为企业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最

终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减少 答案：CD 解析：生产成本包

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其中，制造费用一般不

能直接计入某项产品成本，而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分配计入

有关产品的成本；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营业

费用；费用不包括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自然灾害损失等。

3.利润 （1）定义：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它是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内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结果，即

收入与费用配比相抵后的差额，它是经营成果的最终要素。 

（2）内容：经常用到的利润包括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



润，三者的关系如下： 利润总额=营业利润 投资收益 补贴收

入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营业利润 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 营

业外收支净额 净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 其中： 营业利润=主

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其他业务利

润-期间费用 （3）利润与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关系 从

企业的产权关系来看，企业实现的利润是属于所有者的，企

业发生的亏损最终也应由所有者来承担。因此，利润大于零

（实现利润）时，一方面表现为资产的净增加或负债的净减

少，另一方面表现为所有者权益增加；利润小于零（发生亏

损）时，一方面表现为资产的净减少或负债的净增加，另一

方面表现为所有者权益减少。 〔例17〕利润总额=营业利润 

其他业务利润 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支净额。（ ） 答

案：× 解析：利润总额=营业利润 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 营业外

收支净额，其他业务利润是营业利润的一部分。 六、企业会

计等式 会计等式是反映会计要素之间平衡关系的计算等式，

也称为会计恒等式。 （一）反映财务状况的会计等式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或：资产=债权人权益 所有者权益 或：资

产=权益 简要解释如下： 企业的资产只有两个来源渠道和归

属，一部分资产来源和归属于债权人，另一个部分资产来源

和归属于所有者。归属于债权人的部分形成负债（即债权人

权益），归属于所有者的部分形成所有者权益。债权人权益

和所有者权益总称为权益。 等式的含义： （1）该等式反映

了企业任何一个时点资产的分布状况及其形成来源，无论在

什么时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都应该保持上述恒等关

系。 （2）该等式反映的是企业资金的相对静止状态，也称

为静态会计等式。 等式的意义： 该等式表明在同一时点上，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之间的恒等关系，是最基本的会计

等式，是复式记账法的理论基础，也是编制资产负债表的依

据。 强调：等式中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针对的是同一

时点，否则等式不成立。 〔例18〕下列等式不正确的是（ ）

。 A.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权益 B.期末资产=期末负债 期初

所有者权益 C.期末资产=期末负债 期初所有者权益 本期增加

的所有者权益 D.债权人权益 所有者权益=负债 所有者权益 答

案：B 解析：等式中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针对的是同

一时点，否则等式不成立。所以，选项B不正确，但是注意选

项C是正确的，因为期初所有者权益 本期增加的所有者权益=

期末所有者权益，而期末资产=期末负债 期末所有者权益。 

经济业务类型（共计四类九种）： 第一类业务：某个会计要

素内部两个项目一增一减。包括三种情况： （1）一项资产

增加，另一项资产减少； 例如：从银行提取现金。 （2）一

项负债增加，另一项负债减少； 例如：从银行借款，并用该

借款偿还原欠货款；（银行借款增加，应付账款减少） （3

）一项所有者权益增加，另一项所有者权益减少； 例如：经

批准用资本公积转赠资本。 第二类业务：会计等式的左右两

边的两个要素项目同时增加。包括两种情况： （1）一项资

产和一项负债同时增加； 例如：向银行借款并存入银行。 

（2）一项资产和一项所有者权益同时增加； 例如：收到企

业所有者投入的机器一台；（固定资产、实收资本增加） 第

三类业务：会计等式的左右两边的两个要素项目同时减少。

包括两种情况： （1）一项资产和一项负债同时减少； 例如

：以银行存款偿还前欠货款； （2）一项资产和一项所有者

权益同时减少； 例如：投资者收回对企业的投资，办妥手续



后以银行存款返还给投资者；（实收资本、银行存款） 第四

类业务：会计等式右边的两个要素项目一增一减。包括两种

情况： （1）一项负债增加，一项所有者权益减少； 例如：

向投资者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减少、应付利润增加） 

（2）一项负债减少，一项所有者权益增加。 例如：经批准

企业已经发行的债券转为实收资本。（应付债券、实收资本

） 很显然，不论哪种类型的经济业务，都不会破坏上述会计

等式，因此，把上述会计等式称为会计恒等式。 〔例19〕根

据会计等式可知，下列哪类经济业务不会发生（ ）。 A.资产

增加，负债减少，所有者权益不变 B.资产不变，负债增加，

所有者权益增加 C.资产有增有减，权益不变 D.债权人权益增

加，所有者权益减少，资产不变 答案：AB 解析：“资产增

加，负债减少，所有者权益不变”结果导致资产大于权益，

会计等式被破坏，显然，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业务，所以，A

是答案；“资产不变，负债增加，所有者权益增加”结果导

致资产小于权益，会计等式被破坏，显然，也不可能发生这

样的业务，所以，B是答案；选项C和选项D不会破坏会计等

式，所以，C、D的业务会发生，不是答案。 （二）反映经营

成果的会计等式 收入-费用=利润 理解：企业在取得收入的同

时，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费用，通过收入与费用的比较，才

能计算确定一定会计期间的盈利水平。当收入大于费用时，

表明企业实现了盈利；当收入小于费用时，意味着企业发生

了亏损。 等式的含义： （1）该等式表明了企业在一定会计

期间的经营成果与相应的收入和费用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企

业利润的形成过程； （2）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企业资金的绝

对运动形式，故也称为动态会计等式。 等式的意义： 该等式



说明了企业利润的形成过程，是编制利润表的依据。 说明：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收入不包括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固定

资产盘盈、出售无形资产收益等；费用也不包括处置固定资

产净损失、自然灾害损失等，所以，收入减去费用，并经过

调整后，才等于利润。 两类会计等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区

别： 1）“反映财务状况的会计等式”反映的是资金运动的

静态方面，反映的是某一特定时刻的财务状况，是编制资产

负债表的依据。 2）“反映经营成果的会计等式”反映的是

资金运动的动态方面，反映的是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反映一个过程，是编制利润表的依据。 联系： 收入的实现和

费用的发生会导致资产、负债发生变化，收入和费用引起的

资产增加额和负债增加额的差额就是利润，利润等于收入和

费用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增加额。 〔例20〕“收入-费用=利润

”反映的是资金运动的动态方面，反映的是某一会计期间的

经营成果，反映一个过程，是编制利润表的依据。（ ） 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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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