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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44_354157.htm 第7章讲义 本章在2004年、2005

、2007年以综合题方式出现。 本章共两节： 第一节 长期股权

投资的初始计量 第二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第一节 长

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一、长期股权投资的内容 本章所指长

期股权投资，包括： （1）企业持有的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

施控制的权益性投资，即对子公司投资； （2）企业持有的

能够与其他合营方一同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权益性

投资，即对合营企业投资； （3）企业持有的能够对被投资

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即对联营企业投资； （4

）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在

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 二、初始计量的两种情况 长期股权投资的四个内容从初始

计量的角度来讲，分为两种情况： 1.企业合并所形成的长期

股权投资（对子公司的投资）； 2.企业合并之外其他方式形

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对合营企业投资、对联营企业投资、以

及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在

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 三、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一）企

业合并概述 企业合并，是指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

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 1.以合并方式为基础

对企业合并的分类 （1）吸收合并 比如：吸收合并情况下，A

公司将B公司合并后，B公司法人资格不存在； （2）控股合

并 比如：控股合并情况下，A公司对B公司进行投资，占B公



司表决权的50%以上，B公司法人资格还存在； （3）新设合

并 比如，新设合并情况下，A公司与B公司均注销法人资格，

重新成立C公司。这种情况下一般无特殊的合并处理，所以

企业合并准则中只讲前两种合并方式。而本章只讲解控股合

并。 2.以是否在同一控制下进行企业合并为基础对企业合并

的分类 （1）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

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非暂时性的

，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2）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 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

控制的，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二）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1.同一控制下长期股权投资入

账价值的确定 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投资比例

2.投出的资产价值与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处理

； 付出的对价与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通过资本

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来调整，不够的调整留存收益

； 3.与投资相关的直接费用的处理； 在同一控制下，与投资

相关的直接费用计入到当期损益，即管理费用； 无论是同一

控制还是非同一控制，若是发股票取得的股票投资，则交易

费用从股票溢价中扣除； 4.投资方与被投资方会计政策不一

致的处理。 如果会计政策不一致，则首先按投资方的会计政

策来调整被投资单位账户的金额，然后再计算确定长期股权

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例71】20×6年6月30日，P公司向同

一集团内S公司发行1000万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1元，市价

为4.34元），取得S公司100%的股权，并于当日起能够对S公

司实施控制。合并后S公司仍维持其独立法人地位继续经营。

参与合并企业在20×6年6月30日未考虑该项企业合并时，S公



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202万元。两公司在企业合并前采用

的会计政策相同。合并日，P公司与S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构成

如表71所示： 表71 单位：元 P公司 S公司 股本 30000000

10000000 资本公积 20000000 6000000 盈余公积 20000000

2000000 未分配利润 23550000 4020000 合计 93550000 22020000 

【答疑编号11070101：针对该题提问】 S公司在合并后维持其

法人资格继续经营，合并日P公司在其账簿及个别财务报表中

应确认对S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其成本为合并日享有S公司

账面所有者权益的份额，P公司在合并日应进行的账务处理为

： 借：长期股权投资 22020000 贷：股本 10000000 资本公积

12020000 【例72】A公司于20×6年3月10日取得B公司100%的

股权，为进行该项企业合并，A公司发行了600万股普通股（

每股面值1元）作为对价。合并日，A公司及B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构成如表72所示： 表72 单位：元 A公司 B公司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股本 36000000 股本 6000000 资本公积 10000000 资本

公积 2000000 盈余公积 8000000 盈余公积 4000000 未分配利润

20000000 未分配利润 8000000 合计 74000000 合计 20000000 【

答疑编号11070102：针对该题提问】 本例中假定A公司自其母

公司手中取得B公司100%的股权，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则A公司在合并日应进行的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

资 20000000 贷：股本 6000000 资本公积 14000000 【例74】20

×6年6月30日，P公司向S公司发行1000万股普通股（每股面

值为1元，市价为4.34元）对S公司进行吸收合并，并于当日取

得S公司净资产。参与合并企业在20×6年6月30日未考虑该项

企业合并时，有关资产、负债情况如表73所示： 表73 资产负

债表 20×6年6月30日 单位：元 P公司 S公司 账面价值 账面价



值 公允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17250000 1800000 1800000 存货

24800000 1020000 1800000 应收账款 12000000 8000000 8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20000000 8600000 15200000 固定资产： 固定资

产原价 40000000 16000000 22000000 减：累计折旧 12000000

4000000 0 无形资产 18000000 2000000 6000000 商誉 0 0 0 资产总

计 120050000 33420000 54800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短期借款

10000000 9000000 9000000 应付账款 15000000 1200000 1200000 

其他负债 1500000 1200000 1200000 负债合计 26500000 11400000

11400000 实收资本（股本） 30000000 10000000 资本公积

20000000 6000000 盈余公积 20000000 2000000 未分配利润

23550000 4020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93550000 22020000 43400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005000 33420000 【答疑编

号11070103：针对该题提问】 本例中假定P公司和S公司为同

一集团内两个子公司，合并前其共同的母公司为A公司。该

项合并中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及合并后均为A公司最终

控制，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自6月30日开始，P公司能

够对S公司资产实施控制，该日即为合并日。 P公司在合并日

应进行的账务处理为： 借：库存现金等 1800000 库存商品等

1020000 应收账款 8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8600000 固定资产

12000000 无形资产 2000000 贷：短期借款 9000000 应付账款

1200000 其他负债 1200000 股本 10000000 资本公积 12020000 （

三）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非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是指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

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的企业合并。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中，购买方为了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放弃的资产、

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等均应按其在购买日



的公允价值计量。 购买方应当按照确定的企业合并成本作为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例75】A公司于20×6年3

月31日取得了B公司70%的股权。合并中，A公司支付的有关

资产，在购买日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如表74所示。合并中

，A公司为核实B公司的资产价值，聘请有关机构对该项合并

进行咨询，支付咨询费用100万元。本例中假定合并前A公司

与B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表74 20×6年3月31日 单位

：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土地使用权 20000000 32000000 

专利技术 8000000 10000000 银行存款 8000000 8000000 合 计

36000000 50000000 【答疑编号11070104：针对该题提问】 分

析： 本例中因A公司与B公司在合并前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应作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处理。 A公司对于合并形

成的对B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按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确定

其初始投资成本。A公司应进行的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股

权投资 51000000 贷：无形资产 28000000 银行存款 9000000 营

业外收入 14000000 通过多次交易达到合并的处理 从核算方法

讲，有两种情况： 1.原投资10%，追加50%达到合并；（由成

本法到成本法，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2.原投资30%，追

加30%；（由权益法转成成本法，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

例76】A公司于20×5年3月以4000万元取得B公司30%的股权，

因能够派人参与B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对所取得的长期股权

投资按照权益法核算并于20×5年确认对B公司的投资收益150

万元（该项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相等）。20×6年4月，A公司又

斥资5000万元取得B公司另外30%的股权。假定A公司在取得

对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后，B公司并未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



利润；A公司按净利润的10%计提盈余公积。 【答疑编

号11070105：针对该题提问】 本例中A公司是通过分步购买最

终取得对B公司的控制权，形成企业合并。在购买日，A公司

应进行以下账务处理： 取得投资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

40000000 贷；银行存款 40000000 确认投资收益时： 借：长期

股权投资 1500000 贷：投资收益 1500000 追溯调整： 借：盈余

公积 15000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35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500000 借：长期股权投资 50000000 贷：银行存款 50000000 

企业合并成本＝4000＋5000＝9000（万元） 四、以企业合并

以外的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除企业合并形成

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即本

章所指长期股权投资四种情况中除“对子公司投资”之外的

其他三种情况），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一）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实际支付

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

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企业取

得长期股权投资，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

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作为应收项目（即应收股利

）处理。 【例7-7】甲公司于20×76年2月10日，自公开市场

中买入乙公司20%的股份，实际支付价款8 000万元。另外，

在购买过程中另外支付手续费等相关费用200万元。 【答疑编

号11070201：针对该题提问】 甲公司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购

买价款作为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其账务处理为： 借：

长期股权投资 82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82 000 000 如果实际支

付的价款中含有100万元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则处

理应是： 借：长期股权投资 81 000 000 应收股利 1 000 000 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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