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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国务院发布）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健全国营企业决算

报告的编制和报送制度，及时检查财务收支计划的执行情况

，以加强国营企业的财务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特制定本

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的适用范围规定如下： 一、基层企业－

－指工业、建筑包工、铁路、交通、邮电、民用航空、农业

、林业、水利、商业、对外贸易、粮食、供销、银行及其他

独立计算盈亏、独立编制财务收支计划的国营企业或建设单

位。其具体单位由各主管企业部门与财政部商定。 二、主管

企业机构━━指管理基层企业的总分专业管理局、总分公司

等。 三、主管企业部门━━指国务院所属主管国营企业的部

、行、局等。第三条 基层企业应每月编制月份计算报告，每

季编制季度结算报告，每年编制年度决算报告，并按隶属系

统及时报送主管企业机构或主管企业部门。 月份计算报告、

季度结算报告及年度决算报告概称为决算报告。 基层企业如

因事实困难，经由主管企业部门商得财政部的同意，可以免

编月份计算报告或减少其会计报表。 三、六、九、十二月份

计算报告和第四季度结算报告应否编送，由各主管企业部门

在统一会计制度内规定。第四条 基层企业的决算报告，其基

本业务部分和基本建设部分原则上应分别编制，具体办法由

各主管企业部门在统一会计制度内规定。第五条 基层企业办

理结束期间，应分别编送决算报告如下： 一、在开始结束时

，应将全部财务状况编制初步决算报告，送主管企业机构或



主管企业部门；此项决算报告系备查性质，不必汇编转报。 

二、在办理结束过程中，应依照本办法按月、按季、按年编

送决算报告。 三、在结束完竣时，不论系何月份，应编送该

月份所属季度的季度结算报告和所属年度决算报告，以便主

管企业机构汇编转报。第六条 各级主管企业机构对于所属基

层企业上报的决算报告，应予审核、批复，并汇编转报主管

企业部门。但对于基层企业的月份计算报告，经由主管企业

部门商得财政部的同意，可以不必汇编转报。 主管企业机构

兼营基层企业业务者，其兼营部分视同基层企业。第七条 主

管企业部门对于所属主管企业机构和直属各基层企业上报的

决算报告，应予审核、批复、并汇编送财政部。但对于主管

企业机构和直属基层企业的月份计算报告，可以不必汇编、

转送。第八条 财政部对于主管企业部门送达的决算报告，应

予审核，并将审核意见通知原送部门。对于年度决算报告并

应加注意见转报国务院。 财政部审核各主管企业部门年度决

算报告完竣后，应加以总结，提出综合报告报国务院。第九

条 决算报告保存年限规定如下： 一、月份计算报告━━三年

； 二、季度结算报告━━五年； 三、年度决算报告━━二十

五年。 决算报告如因个别特殊情况需要缩短保存年限时，应

由主管企业部门征得财政部的同意。 前项决算报告保存年限

届潢后，各单位可报经直属上级机关同意后销毁。第二章 内

容及编制方法第十条 决算报告包括下列二部分： 一、会计报

表； 二、财务情况说明书。第十一条 会计报表的种类、名称

、格式和所列的项目，由财政部统一规定，其未规定者由各

主管企业部门在统一会计制度内补充规定。 属于成本报表者

，由财政部会同国家统计局统一规定。第十二条 财务情况说



明书的内容，由各主管企业部门统一会计制度内规定，主要

应包括下列各项： 一、 生产（运量、 商品流转）、 基本建

设、劳动工资、供应、 销售、成本（流通费）、财务等计划

的完成情况； 二、财务情况的分析； 三、损益原因的分析； 

四、成本的分析； 五、流动资金的运用情况； 六、固定资产

和利用情况； 七、企业奖励基金等特种基金和其他预算拨款

的使用情况； 八、财务会计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改进的意见。 

财务情况说明书在办理年度决算时必须将全部情况详细编报

，季度结算时可以扼要编报，月份计算时可以不必编报。第

十三条 基层企业的会计报表，应根据会计记录及其他有关资

料编制。主管企业机构和主管企业部门的会计报告，应根据

所属上报的会计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汇总编制。第十四条 基

层企业的财务情况说明书，应根据会计记录、会计报表及其

他有关资料编制。主管企业机构和主管部门的财务情况说明

书，应根据所属上报的财务情况说明书及其他有关资料编制

。 前项财务情况说明书由会计部门编制，机关首长应责成生

产、基本建设、劳动工资、供销、计划、统计等部门提供必

要的资料。此项资料的具体内容由会计部门分别与有关部门

商定。第十五条 基层企业在编制决算报告时，应先将总分类

帐各帐户的期末余额分别与有关的明细分类帐核对。 在编制

年度决算报告时， 应先依照“国营企业年度清查财产暂行办

法”的规定清查所有财产。第十六条 主管企业机构和主管企

业部门对于所属上报的决算报告，应按基本业务、基本建设

、建筑包工、工业、供销等性质分类汇编。 基本业务决算报

告内附有基本建设数字者，在汇编时应将基本建设部分划出

与其他独立的基本建设决算报告相汇编。第十七条 基层企业



各种会计报表的数字，可以人民币元、千元或百万元为单位

，主管企业机构、主管企业部门汇编 各种会计报表的数字，

一律以人民币百万元为单位。①第十八条 决算报告应装订成

册，封面加盖机关印信，每种会计报表及财务情况说明书必

须有机关首长和会计主管人员的署名盖章。第三章 报送程序

第十九条 基层企业的决算报告编制五份，一份自存，二份送

主管企业机构，一份送开户的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人民建设

银行，一份送所在地省（市）级统计部门。财政部所选定的

重点基层企业应加编一份，径送财政部。国家统计局所选定

的重点基层企业应加编成本报表二份，分别径送国家计划委

员会成本物价局及国家统计局；其中经国家统计局特别指定

者，应加编决算报告（不包括成本报表）三份，二份径送国

家计划委员会，一份径送国家统计局。受省（市）财政机关

监督缴库的基层企业应加编一份，径送省（市）财政机关。 

主管企业部门直属的基层企业应编制六份，一份自存，一份

送主管企业部门，一份径送财政部，一份径送国家统计局，

一份径送开户的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一份径

送所在地省（市）级统计部门。第二十条 主管企业机构的决

算报告应编制七份，一份自存，一份连同各基层企业原报的

一份送主管企业部门，一份径送财政部，二份径送国家计划

委员会（月份报表免送），一份径送国家统计局，一份径送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或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基本建设及建

筑包工部分）；成本报表应加编一份送国家计划委员会成本

物价局。 主管企业机构不止一级者，其二级以下各主管企业

机构只需编制三份，一份自存，二份连同和基层企业或下级

主管企业机构原报的一份送上级主管企业机构。 受省（市）



财政机关监督缴库的主管企业机构应加编一份，径送省（市

）财政机关。第二十一条 主管企业部门的决算报告应编制八

份，一份自存，一份送财政部（年度决算报告应送二份）， 

二份送国家计划委员会（月份报表免送）， 一份送国务院第

五办公室，一份送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一份送国家统计局，

一份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或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基本建

设及建筑包工部分）；成本报表应加编一份，送国家计划委

员会成本物价局。第二十二条 决算报告报送的期限规定如下

； 一、基层企业的月份计算报告于月份终了后二十日内，季

度结算报告于季度终了后二十五日内，年度决算报告于年度

终了后四十日内报送。 二、主管企业机构的月份计算报告于

月份终了后四十日内，季度结算报告于季度终了后四十五日

内，年度决算报告于年度终了后七十日内报送。 三、主管企

业部门的月份计算报告于月份终了后五十五日内，季度结算

报告于终了后六十日内，年度决算报告于年度终了后九十日

内报送。 四、主管企业机构不止一级者，各级决算报告的报

送期限，可由各该主管企业部门自行规定。但其主管企业部

门决算报告的报送期限，不得超过下列规定： （一）月份计

算报告━━━月终后六十日； （二）季度结算报告━━━季

度终了后七十日； （三）年度决算报告━━━年度终后一百

日。 本条所规定的报送期限，其送达机关在当地者以送日期

为准；其送达在外埠者以邮戳所示日期为准。第二十三条 凡

不能依照前条规定编送决算报告者，应在限期内以书面向直

属上级机关叙明理由，声请展期；如主管企业部门不能依限

编送时，应向财政部声请展期。 主管企业机构或主管企业部

门对于在边远地区的个别基层企业的决算报告，认为不能依



照前条规定限期报送者，在汇编决算报告时，可以暂不编入

，留待事后另行补报。其具体单位及需要延长的日数，主管

企业部门应事先商得财政部同意。 凡不能依照规定期限编造

决算报告又不声请展期者， 或故意编造不正确的决算报告者

，其直属上级机关对其首长和会计主管人员，应按情节轻重

，予以适当处分。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审核、转报主管企业部

门年度决算报告的期限，不得迟于决算报告送达后六十日。

主管企业机构和主管企业部门审核、批复所属决算报告的期

限，以不影响决算报告规定的报送期限为原则。第二十五条 

主管企业机构和主管企业部门审核所属上报的决算报告时，

如发现错误，应于查明更正后汇编，并将更正部分通知原编

送单位及其原报送各机关；如有改进意见，可在财务情况说

明书内叙述。第二十六条 财政部接到主管企业部门所送的决

算报告后，应在三十日内提出书面审核意见。主管企业部门

接到财政部的书面审核意见后，应在二十日内答复。 财政部

与主管企业部门对于审核决算报告的意见不能一致时，由财

政部提请国务院解决；未解决前应先依财政部同意部分执行

。第二十七条 财政部审核决算报告时，可以向主管企业部门

或通过主管企业部门向主管企业机构、基层企业查阅帐册、

调取报表、证件及其他有关资料。 财政部可以派员参加各主

管企业部门和主管企业机构审核决算报告的会议。第四章 资

产估价第二十八条 各种固定资产，除土地外，列入资产负债

表的价值，为其原价及折旧；原价列入资产方，折旧列入负

债方。 土地列入资产负债的价值， 应依 “国营企业资产清理

及估价暂行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第二十九条 固定资产原价

的内容规定如下： 一、购入者－－－－包括买价和可以使用



前所发生的安装、 运输、 装卸、包装、捐税 、保险、整理、

试车、验收等费用。 二、自制者－－－－包括制造过程中所

耗用的原材料、人工、费用等成本，和可以使用前所发生的

安装、试车等费用。 三、接管者－－－－包括核定的重置完

全价值。 四、拨入者－－－－包括拨出单位的原价（减除原

安装成本）和可以使用前所发生的安装费用。 五、捐赠者－

－－－包括估计的重置完全价值。第三十条 固定资产折旧包

括基本折旧大修理折旧。 基本折旧及大修理折旧可按直线法

就个别固定资产分别计算，或就全部固定资产综合计算。 固

定资产使用年限届满仍继续使用时，应依照原折旧率提取折

旧。季节性停用或因大修理停用的固定资产照提折旧。 租入

固定资产改良工程的折旧，依照租赁年限计算，如使用年限

低于租用年限时，依照使用年限计算。租出固定资产应照提

基本折旧。租赁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折旧由出租单位还是承担

单位提存，应在租约内规定。第三十一条 提出资产中各种预

算缴款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价值，以实际解缴或抵缴数为标准

。存出保证金、存入保证金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价值，以原存

出额或原存入额为标准；其保值部分于收回或发还时按当时

折合率调整。 冻结外汇及其他资产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价值，

以冻结时帐面价值为标准。 附属企业投资、其它投资列入资

产负债表的价值，以投资净额为标准．第三十二条 各种原材

料、结构物及零件、在产品、自制半成品、产成品、商品、

未完工程、 已完工程、需要安装的机械设备、 不需要安装的

机械设备等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价值，以原价为标准。第三十

三条 前条所列各种资产原价的内容规定如下： 一、购入者－

－－包括买价和可以使用或出售前所发生的运输、装卸、包



装、捐税、保险、整理、验收等费用。属于建设单位或建筑

包工企业者，并包括购置及仓库费用。 二、自制者－－－包

括制造过程中所耗用的原材料、人工、费用等成本。 三、接

管者－－－包括核定的清点估价。 四、捐赠者－－－包括估

计的价格和可以使用或出售前所发生的运输、装卸、包装、

捐税、保险、整理等费用。第三十四条 各种在途和委托加工

的材料、自制半成品等，在资产负债表内应与各种库存的材

料、自制半成品等合并反映。第三十五条 在编制年度决算报

告时，各种材料有调拨价格者，应照下年度新的调拨价格调

整；其所发生的差额，转列“政府资金”、“拨入基本建设

资金”或“资金调拨”项目。 其他各种资产和无调拨价格的

材料一律不得调整。第三十六条 低值及易耗品列入资产负债

表的价值，以原价减除摊销数为标准。 低值及易耗品的摊销

以采用五成法为原则。 待摊费用、临时建筑及设备等列入资

产负债表的价值，以摊销后的余额为标准。第三十七条 清算

及其他资产中应收帐款等各种债权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价值，

以人欠原额减除坏帐为标准。 应收帐款经查明确实不能收回

且经主管企业机构或主管企业部门批准者，和无法追索经由

法院裁决者，可作为坏帐。第三十八条 清产核资前原有各种

资产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价值，应依“国营企业资产清理及估

价暂行办法”的规定。第三十九条 政府资金列入资产负债表

的价值，以决算时帐面价值为标准。 基层企业的政府资金除

法令已有规定外，非经财政部同意，不得自行增减。第五章 

附 则第四十条 凡不属企业性质但应编制财务收支计划的经济

机构，可以适用本办法。第四十一条 国营企业因业务性质及

经营方式特殊，致部分不能适用本办法者，可由该主管企业



部门拟订补充办法，经财政部同意后施行。第四十二条 本办

法第三、四、十一、十二条所称的统一会计制度，由各主管

企业部门拟订，经财政部审定后施行。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施

行后， 前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公布

的“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法”及其补充规定应即废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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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