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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_E8_80_83_c45_448389.htm 第二节 资产组减值确认与处理 [

例题考点提示] 资产组减值的认定和会计处理。 [经典例题] 

甲公司是上市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由专利权M，设

备N以及设备H组成的生产线，专门用于生产产品A.该生产线

于2000年1月1日投产。至2005年12月31日已连续生产了5年；

产品A存在活跃市场。生产线生产的产品A经包装机Y进行外

包装对外出售。 （1）产品A生产线及包装机Y的有关资料如

下： 1）专利权M于2000年1月380万元取得。专门用于生产产

品A.甲公司预计该专利权的使用年限为8年。用直线法摊销。

预计净残值为0.该专利权除用于生产产品外，无其他的用途

。 2）专用设备N和H 是为生产产品A专门订制的。除生产产

品A外，无其他用途。专用设备N系甲公司于1999年12月12日

购入。原价格1800万元。购入后即达到期预定可使用状态。

设备N的预计使用年限为8年。预计净残值为0.用年限平均法

计提折旧。 专用设备H系甲公司于1999年12月19日购入。原

价格400万元。购入后即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设备C的预计

使用年限为8年，预计净残值为0.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3）包

装机Y系甲公司于1999年12月23日购入。原价为160万元。用

于对公司生产的部分产品（包括产品A）进行外包装。该包

装机由独立核算的包装车间使用。公司生产的产品进行包装

时需按市场价格向包装车间内部结算包装费。除用于本公司

产品的包装外，还用该机器承担其他企业的产品包装。收取

包装费。该机器的预计使用年限为8年。预计净残值为0.用年



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2）2005年，市场上出现了同类的产

品A的替代品。产品A市价下降。销量下降。出现减值的迹象

。2005年12月31日。甲公司对与产品A有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1）2005年12月31日，专利权M的公允价值为100万元。如

将其处置。预计将发生相关费用10万元。无法独立确定其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设备N和设备H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以及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均无法确定。包装机Y的公允价

值为60万元。如处置预计将发生的费用为3万元。根据其预计

提供包装服务的收费情况来计算。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65

万元。 2）甲公司管理层2005年末批准的财务预算中与产品A

生产线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关的资料如下表所示（有关现金

流量均发生于年末。各年末不存在与产品A相关的存货，收

入，支出均不含增值税）单位是万元。 项目 2006 2007 2008 产

品A销售收入 1100 1000 820 上年销售产品A产生应收账款将于

本年收回 0 20 100 本年销售产品A产生的应收账款将于下年收

回 30 70 20 购买生产产品A的材料支付现金 580 500 500 以现金

支付职工薪酬 170 150 150 其他现金支出（包括支付的包装费

） 100 120 100 3）甲公司的增量借款年利率为5%（税前）。

公司认为5%是产品A生产线的最低必要报酬率。复利现值系

数如下： 1年的5%复利现值系数：0.9524 2年的5%复利现值系

数：0.907 3年的5%复利现值系数：0.8638 （3）其他相关的资

料： 1）甲公司与生产产品A及相关的资产在2005年以前没有

发生减值。 2）甲公司不存在可分摊到产品A和相关资产的总

部资产和商誉价值。 3）本题中有关事项均具有重要性。 4）

本题中不考虑中期报告及所得税影响。 要求： 1）判断确定

甲公司与生产产品A相关的各项资产中，哪些资产构成资产



组。并说明理由。 2）计算确定甲司与生产产品A的资产组未

来每一期间的现金净流量及2005年12月31日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 3）计算包装机Y在2005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

。 4）填写甲公司2005年12月31日与生产产品A相关的资产组

减值测试表。表中所列资产不属于资产组的。不予以填列。

5）编制甲公司20005年12月31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分录

。 （答案中的金额单位以万元表示，结果保留俩位小数）。

[例题答案] （1）专利权M设备N以及设备H组成的生产线构

成资产组.且产品A存在活跃的市场.且部分的产品包装对外出

售. Y包装机独产考虑其计提减值.因为Y包装机除用于本公司

产品的包装外,还承接其他企业产品外包装,收取包装费.可产

生独立的现金流. （2）与生产产品A 相关的资产组未来每一

期现金流量. 2006年现金流量=1100-30-580-170-100=220（万元

）. 2007年现金流量=1000 20-70-500-150-120=180（万元）.

2008年现金流量=820 100-20-500-150-100=150（万元）. （3）Y

包装机的可收回金额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60-3=57（万元）,未来现金流量为65万元.Y包装的可收回

金额为65万元. （4）资产组减值测试表: 项目 专利权M 设备N 

设备H 包装机Y 资产组账面价值 95 450 100 645可收回金额

502.36减值损失 142.64减值损失分摊比例 14.7% 69.8% 15.5%分

摊减值损失 5 99.56 22.11分摊后账面价值 90 350.44 77.89尚未分

摊的减值损失 15.97二次分摊比例 81.62% 18.38%二次分摊减值

损失 13.04 2.93二次分摊后应确认减值损失总额 5 112.60 25.04

142.64二次分摊后账面价值 90 337.4 74.96 502.36 5）会计公录: 

借:资产减值损失 142.64 贷:开形资产减值准备 5 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 －－－－设备N 112.60 －－－－-设备H 25.04 [例题总结



与延伸] 本例题基本上给出了资产组确认、现金流量现值的计

算以及减值处理的整个过程。在资产组的认定胡总需要考虑

现金流量和行政管理的双重标准；在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上要

注意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两个金额；在减值的确定上要注意涉及到多项资产的减值分

配和二次或者多次分配减值的问题。本题中基本上给大家一

个比较基本的展示，具体的知识掌握还需要结合教材来具体

掌握。 关于资产组减值的问题以后会涉及到包括总部资产和

商誉在内的减值的处理，这种分配和减值处理也是比较重要

的。 [知识点理解与总结] 1、资产组的认定：应当以资产组产

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

入为依据，同时还应该考虑企业的行政管理问题，资产组基

本的思想是独立产生现金流量，但是行政管理的需要额决定

了资产组的认定问题。作为教材的理论探讨上看，独立产生

现金流量还是很主要的一个标准。因此，看它是否能独立的

产生现金流入是认定资产组的最关键因素。资产组一经确定

后，在各个会计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2、资

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在确定时，应当按照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

间较高者来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确定，具体计算方

法需要了解一下，一般考试中会给出各个资产的现金流量单

独现值，出现各项现金流出和流入的的计算比较少。 3、资

产组减值损失的确认，是根据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

额俩者来比较得出。当可收回金额比账面价值低时，表明资

产组发生了减值，应当确认该资产组的减值损失。当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大于账面价值的时候，已经计提的减值不能够



转回。需要明确的是适用资产减值准则的减值损失是不能够

转回的。 4、资产组减值的会计处理，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

照以下顺序进行分摊： （1）首先是抵减分摊至资产组中商

商誉的账面价值。 （2）然后，根据资产组中的除商誉之外

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

资产的账面价值。 （3）以上资产账面价值的抵减，应当作

为各单项资产（包括商誉）的减值损失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抵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以下三者之中最高者

：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可确定的）

，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定的）和零。因

此而导致的未能分摊的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照相关资产组

中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进行分摊。 （4）典型

的会计分录：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设备 －－－－***设备 商誉减值准备 [

容易犯错的地方] （1）在确定资主组的时候一定看清楚题目

中给出的条件：能否独立产生现金流入是认定资产组的最关

键因素。另外还需要考虑企业的行政管理上的划分。 （2）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确定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的净

额和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俩者中的较高者。 （3）资产减值

会计处理时，抵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以下三者

之中较高者：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

可确定的），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定的

）和零。因此而导致的未能分摊的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照

相关资产组中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进行分摊。

具体举例：参照书本上的P194中表10－－4，机器A在进行分

摊减值损失的会计处理。表下有一行注解的文字说明。 （4



）还有要记住商誉是首行来抵减分摊的账面价值。其次再根

据剩下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来分摊其他名项资产的

账面价值。 [错题举例] 2007年12月31日,乙公司预计某生产线

在未来4年内每年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00万元.300万

元.400万元.600万元.2012年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以及该生产线

使用寿命结束时处置形成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为800万元.假定

按照5%的折现率和相应期间的时间价值系数计算该生产线末

来现金流量的同值；该生产线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为1900万元.2007年12月31日计提减值准备前该生产线的

账面价值为2000万元.已知部分时间价值系数如下: 年数 1年 2

年 2年 4年 5年 5%的复利现值系数 0.9524 0.907 0.8638 0.8227

0.7835 该生产线2007年12月31日应计提的减值准备为（ A ）万

元.A 71.48 B 100 C 0 D 115.12 解释: 该生产线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200*0.9524 300*0.907 400*0.8638 600*0.8227

800*0.7835=1928.52（万元）. 而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1900（万元）.所以,该生产线可收回金额=1928.52（万元

）.应计提减值准备=2000-1928.52=71.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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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