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会计职称《中级会计实务》考试大纲(十三)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8/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4_BC_9A_c44_448665.htm 第十三章收入 〔 基本要求〕 

（一）掌握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二）掌握提供劳务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三）掌握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和

计量 （四）掌握建造合同收入和成本的确认和计量 （五）熟

悉商业折扣、现金折扣、销售折让和销售退回的处理 〔 考试

内容〕 第一节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一、销售商品收入

的确认 （一）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条件 销售商品收入只有同

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加以确认： 1 .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

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 .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

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

有效控制； 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 .相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5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 （二）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的具体运用 1 .下列

商品销售，通常按规定的时点确认为收入，有证据表明不满

足收入确认条件的除外： （ l ）销售商品采用托收承付方式

的，在办妥托收手续时确认收入。 （ 2 ）销售商品采用预收

款方式的，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预收的货款应确认为负

债。 （ 3 ）销售商品需要安装和检验的，在购买方接受商品

以及安装和检验完毕前，不确认收入，待安装和检验完毕时

确认收入。如果安装程序比较简单，可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

入。 （ 4 ）销售商品采用以旧换新方式的，销售的商品应当

按照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确认收入，回收的商品作为购进

商品处理。 （ 5 ）销售商品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的



，在收到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2 .采用售后回购方式销售商

品的，收到的款项应确认为负债；回购价格大于原售价的，

差额应在回购期间按期计提利息，计入财务费用。有确凿证

据表明售后回购交易满足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的，销售的

商品按售价确认收入，回购的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理。 3 .采

用售后租回方式销售商品的，收到的款项应确认为负债；售

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分

摊，作为折旧费用或租金费用的调整。有确凿证据表明认定

为经营租赁的售后租回交易是按照公允价值达成的，销售的

商品按售价确认收入，并按账面价值结转成本 二、销售商品

收入的计量 企业应当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

价款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

款不公允的除外。 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

通常为公允价值。某些情况下，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

递延方式，如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

入金额。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冲减财

务费用。 销售商品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

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三、现金折扣、销售折让

和销售退回的处理 （一）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

益。 （二）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

折让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的销售商品收入。销售折让

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29 号—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三）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品收入

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退回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商



品收入。销售退回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适用《企业

会计准则第29 号—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第二节提供劳务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一、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 （一）提供劳务

收入的确认条件 1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

够可靠估计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

靠估计的，应当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完工

百分比法，是指按照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与费

用的方法。 提供劳务的交易结果能否可靠估计，依据以下条

件进行判断。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则表明提供劳务交易的

结果能够可靠地估计： （ l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 2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 3 ）交易的完工

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企业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

通常可以选用下列方法：已完工作的测量、已经提供的劳务

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以及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

本的比例。 （4 ）交易中已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

地计量。 2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可靠

估计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

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l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

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

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2 ）已经发

生的劳务成本预计只能部分得到补偿的，应当按照能够得到

补偿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收入，并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结

转劳务成本。 （3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全部不能得到

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

提供劳务收入。 （二）提供劳务收入确认条件的具体运用 下

列提供劳务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应按规定确认收入： 1 .安



装费，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安装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安装

工作是销售商品附带条件的，安装费在确认销售商品实现时

确认收入。 2 .宣传媒介的收费，在相关的广告或商业行为开

始出现于公众面前时确认收入。广告的制作费，在资产负债

表日根据制作广告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 3 .为特定客户开发

软件的收费，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开发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

。4 .包括在商品售价内可区分的服务费，在提供服务的期间

内分期确认收入。5 .艺术表演、招待宴会和其他特殊活动的

收费，在相关活动发生时确认收入。收费涉及几项活动的，

预收的款项应合理分配给每项活动，分别确认收入。 6 .申请

入会费和会员费只允许取得会籍，所有其他服务或商品都要

另行收费的，在款项收回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确认收入。

申请入会费和会员费能使会员在会员期内得到各种服务或商

品，或者以低于非会员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在整

个受益期内分期确认收入。 7 .属于提供设备和其他有形资产

的特许权费，在交付资产或转移资产所有权时确认收入；属

于提供初始及后续服务的特许权费，在提供服务时确认收入

。 8 .长期为客户提供重复的劳务收取的劳务费，在相关劳务

活动发生时确认收入。 二、提供劳务收入的计量 企业应当按

照从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

收入总 额，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 

在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时，收入和相关成本

应按以下公式计算：本期确认的提供劳务收入＝提供劳务收

入总额× 完工进度－以前会计期间累计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本

期确认的提供劳务成本＝提供劳务预计成本总额× 完工进度

－以前会计期间累计确认提供劳务成本 三、销售商品和提供



劳务的区分 企业与其他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包括销售商品

和提供劳务时，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能够区分且能

够单独计量的，应当将销售商品的部分作为销售商品处理，

将提供劳务的部分作为提供劳务处理 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

务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虽然能够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

应当将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全部作为销售商品处理

； 第三节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一、让渡资产使

用权收入的确认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使用费

收入等，其应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才能予以确认： 相关的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让

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计量 企业应当分别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

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一）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

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二）使用费收入

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第四节建造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建造合同，是指为建造一

项或数项在设计、技术、功能、最终用途等方面密切相关的

资产而订立的合同。其中，所建造的资产主要包括房屋、道

路、桥梁、水坝等建筑物，以及船舶、飞机、大型机械设备

等。 建造合同分为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 固定造价

合同，指按照固定的合同价或固定单价确定工程价款的建造

合同。成本加成合同，是指以合同允许或其他方式议定的成

本为基础，加上该成本的一定比例或定额费用确定工程价款

的建造合同。 一、合同收入的内容 合同收入包括合同规定的

初始收入以及因合同变更、索赔、奖励等形成的收入两部分

。 （一）合同的初始收入，即建造承包商与客户在双方签订

的合同中最初商定的合同总金额，它构成合同收入的基本内



容。 （二）因合同变更、索赔、奖励等形成的收入。这部分

收入并不构成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在合同中商定的合同

总金额，而是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合同变更、索赔、奖励

等原因而形成的收入。建造承包商不能随意确认这些收入，

只有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才能构成合同总收入。 二、建造

合同成本 建造合同成本包括从合同签订开始至合同完成止所

发生的、与执行合同有关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直接费用

，是指为完成合同所发生的、可以直接计入合同成本核算对

象的各项费用支出。直接费用包括四项费用：耗用的人工费

用、耗用的材料费用、耗用的机械使用费和其他直接费用（

指可直接计入合同成本的费用）。 间接费用是企业下属的施

工单位或生产单位为组织生产和管理施工生产活动所发生的

费用，包括临时设施摊销费用和施工、生产单位管理人员薪

酬、固定资产折旧费及修理费、物料消耗、低值易耗品摊销

、水电费、办公费、差旅费、财产保险费、工程保修费、排

污费等。 直接费用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合同成本；间接费用应

在期末按系统、合理的方法分摊计入合同成本常见的用于间

接费用分摊的方法有人工费用比例法和直接费用比例法。 合

同完成后处置残余物资取得的收益等与合同有关的零星收益

，应当冲减合同成本。合同成本不包括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因订立合同而发生的有关

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三、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的

确认和计量 在确认和计量建造合同的收入和费用时，首先应

当判断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否可靠地估计。 （一）在资产负债

表日，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地估计 在资产负债表日，建

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地估计的，应当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建造合同收入

和费用的公式如下： 当期合同收入＝合同总收入×完工进度

一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收入 当期合同费用＝合同预计总

成本×完工进度一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费用 当期确认的

毛利＝（合同总收入一合同预计总成本）×完工进度一以前

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毛利 其中，完工进度是指累计完工进度

。企业确定合同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下列方法：（ l ）累计实际

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 （ 2 ）已经完成

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 （ 3 ）实际测定

的完工进度。 在采用方法（l ）的情况下，累计实际发生的合

同成本不包括施工中尚未安装或使用的材料成本等与合同未

来活动相关的合同成本，以及在分包工程的工作量完成之前

预付给分包单位的款项。 （二）在资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

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 在资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的结果不

能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1 .合同成本能够收

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

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 2 .合同成本不可能

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使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不确定因

索不复存在时，应当改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

费用。 如果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预计总收入，应将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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