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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81_E5_91_98_E8_c32_518351.htm 成本核算流程 产品制

造成本构成项目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⒈直接

材料成本 ⑴采用实际成本方法核算 获取成本计算单、材料成

本分配汇总表、材料发出汇总表、材料明细账中各直接材料

的单位成本等资料。 ①审查成本计算单中直接材料与材料成

本分配汇总表中相关的直接材料是否相符，分配的标准是否

合理。审查时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非生产耗用材料

记入产品成本。如果成本计算单直接材料金额大于材料成本

分配汇总表的分配金额，应进一步查明原因，审查材料使用

对象有无将非产品耗用材料记入产品成本。但企业会计人员

如果有意识地挤占产品成本，在耗用材料进行分配时，就会

将非生产耗用材料直接分配到产品成本，使得成本计算单和

材料分配汇总表金额相等。核对材料分配表若不能暴露问题

，可采取通过非生产性项目的审查，即采用“反查法”的方

法进行审查，查明问题后，按照谁耗用谁负担的原则，进行

纳税调整。账务处理： 借：在建工程 应付福利费 贷：本年利

润（或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第二、混淆不同产品成本。通过

材料分配率混淆不同产品的成本，相应降低本期畅销产品成

本，以调节跨年度的利润。审查注意那些不能确指产品耗用

的共同混合使用原材料，分配时应科学地选择分配标志、计

算方法及会计记录。 正确方法：在消耗定额比例法下，通常

采用按产品的材料定额消耗量或材料定额成本的比例分配。

计算处理： 分配率= 材料实际总消耗量（或实际成本）÷各



种产品材料定额消耗量（或定额成本）之和 某种产品应分

配=该种产品的材料定额÷消耗量（或定额成本）×分配率 

也可以采用其他分配方法。如：产品产量或重量比例分配法

。 ②抽取材料发出汇总表，选主要材料品种，统计直接材料

的发出数量，将其与实际单位成本相乘，计算金额数，并与

材料成本分配汇总表中该种材料成本比较，看其是否相等。

审查注意下列问题： 第一、企业是否采取提高成材料单位成

本，多计产品成本。 第二、审查领料单授批准及领料人是否

签字，防止虚假领料多计成本。 第三，材料单位成本计价方

法是否恰当，有无变更、人为调节成本或利润。如果企业年

度内改变计价方法，应按原计价方法计算发出材料结转成本

，其差额调整材料成本或当期利润。 审查方法参见“材料成

本的审查要点”。 ⑵采用定额成本法 抽查某种产品的生产通

知单若产量统计记录及其直接材料单位消耗定额，根据材料

明细账中各该项直接材料的实际单位成本，计算直接材料总

消耗量和总成本，与有关成本计算单中耗用直接材料成本核

对，看其是否相等。并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生产通知单是

否经过授权批准，防止虚假业务产量增加材料耗用； 第二、

单位消耗定额和材料成本计价是否恰当，有无变更、人为改

变方法而影响成本。 ⑶采用标准成本法 抽取生产通知单或产

量统计记录，直接材料单位标准用量，直接材料标准单价及

发出材料汇总表。 根据产量、标准用量及标准单价计算出标

准成本，与成本计算单价中的直接材料成本核对是否相符，

有无利用直接材料成本差异计算以及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前

后期是否一致。 除此之外，还应审查废料及多料的返库是否

及时，是否办理“假退库”手续。通过查看“生产成本”账



红字冲减成本金额，判断其正确性。 ⒉直接人工成本 ⑴对于

采用计时工资制的，抽取实际工时统计记录、人员工资分类

表及人工费用分配汇总等，运用核对法开展审查。 ①从成本

计算单中选择核对直接人工成本与人工费用分配汇总表相应

的实际工资费用是否相符，查明 有无将非生产人员工资计入

成本。 ②选 取某月资料核对实际工时记录与人工费用分配汇

总表中相应的实际工时是否相符，查明有无虚报工时、多列

工资扩大成本，减少利润。 ③抽取并核对生产部门若干期间

的工时台账与实际工时统计是否相符，追溯原始工时记录，

确保工资核算真实性。 ④当没有实际工时统计记录时，根据

人员工资分类表，计算复核人工费用分配汇总表中的直接人

工工资费用是否合理正确，有无出现与生产量偏离太大的数

据，如有，应进一步查明原因。 ⑵对采用计件工资制的，抽

取产量统计报告、个人（小组）产量记录和经批准的单位工

资标准或计件工资制度，运用核对法开展审查。 ①核对按统

计产量和单位工资标准计算的人工费用与成本计算单中直接

人工成本是否相符。 ②抽取若干直接人工（小组）产量记录

，审查是否被汇总计入产量统计报表中。 ⑶对于采用标准成

本法，抽取生产通知单或产量统计报表、工时统计报表和经

批准的工时、标准工时工资率、直接人工的工资汇总表等资

料，运用核对法进行审查。 ①根据产量和单位标准工时计算

标准工时总量，再乘以标准工时工资率，以审查其是否与成

本计算单中的直接人工成本相符。 ②直接人工成本差异的计

算与账务处理是否正确，直接人工的标准成本的年度内有无

重大变更。 ⒊制造费用成本 抽取制造费用分配汇总表、按项

目分列的制造费用明细账、与制造费用分配标准有关的统计



资料及其相关原始记录。 ⑴审查“制造费用”账户借方发生

额归集的制造费用内容是否正常，开支的标准、发生的费用

是否是应归属于本期的生产费，不符合规定的应剔除计税处

理。制造费用成本项目中，固定资产折旧为其中的主要内容

，其审查方法在第五节中讲解。 ⑵在制造费用分配汇总表中

选择一个产品，核对其分摊的制造费用与相应的成本计算单

的制造费用是否相符。 ⑶制造费用的分配、计算选择的标准

和计算结果是否正确，分配的方法有无变更，防止采用不同

的计算方法多分配应税产品成本，相应少分配免税产品成本

。审查发现此类问题应重新正确计算，作出会计调整。 二审

查“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账户 辅助生产成本核算内容是

为企业生产车间、管理部门、在建工程及辅助生产车间提供

产品和劳务的车间所发生的费用。从服务的对象上看，部门

多、非生产性占有一定的比例，正确分配辅助生产成本关系

到正确计算产品成本。 抽取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生产统计

表等原始记录资料，从分配标准、费用分配方法、费用分配

金额三个环节查证辅助生产成本分配是否真实、正确。 ⒈审

查各车间的费用分配标准。审查有无将为基本建设、专项工

程、福利部门提供的水、汽、机械加工、修理修配等劳务费

用计入辅助生产；审查是否按实际受益对象进行分配，分配

率是否正确，采用复算方法重新计算，对少分配或非生产性

费用挤入生产成本的情况 ，调增计税利润。 ⒉审查分配方法

。辅助生产分配方法较为复杂，审查进注意有无年度内任意

改变分配方法，使各部门分配金额发生不正常波动的情况。

如果存在这样情况，应按原方法进行计算，其差额调增（调

减）计税利润。 ⒊审查费用分配金额。用辅助生产费用分配



表与辅助生产车间统计表对照，当费用分配表中的分配金额

大于生产统计表中的费用额时，应进一步查明辅助生产费用

归集有无虚假，抑或统计有差错。如证实生产统计表正确的

情况下，即为多转生产成本的费用，应调增利润。 三审查费

用确认的原则 会计制度规定，确认费用应遵守权责发生制原

则。 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凡是属于本期的收入和费用，不

论其款项是否已收到或支付，均作为本期收入和费用处理；

反之，凡不属于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其款项已在本期收

到或付出，也不应作为本期的收入或费处理。由此可见权责

发生制才能真正按会计期间来正确反映各期的盈亏情况 。 主

要审查发生的费用是否归属于本期产品负担，影响当期利润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跨期费用，在“预提费用”、

“待摊费用”科目进行核算，审查该科目发生的费用是否应

由本期产品成本来负担。应从费用真实性、合法性、计入成

本时间和方法加以审查，审查时应注意两点： ⑴待摊费用应

严格划清资本性与收益性支出的界限。 ⑵审查预提费用计入

当期成本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否符合成本的列支范围、标

准，计提金额是否正确，支付对象是否合理。 ⒈“待摊费用

”科目的审查 待摊费用是指企业本期已经支付或已经发生，

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分期按照费用支付或发生的受益期限

平均摊入生产成本，且摊销期在一年以内的各项费用。为了

正确贯彻权责发生制 会计核算原则，分行业的会计核算制度

都相应地设置了“待摊费用”会计科目，便于企业准确核算

应分期摊销的各项费用和费用摊销的具体结果。 ⑴“待摊费

用”科目会计核算方法 该科目主要核算企业已经发生或已经

支付的应由本期及以后各期分别负担的且分摊期在一年以内



的各项费用。如低值易耗品摊销、出租、出借包装物摊销、

预付保险费、预付的固定资金资产租金、固定资产修理费用

，一次购买印花税票和一次交纳印花税税额较大需分摊的数

额，以及预付报刊订阅费用等（若数额小，也可一次性列入

支付期相关费用）。“待摊费用”账户的借方反映企业已经

发生或支付的费用，贷方反映已经摊入相应期间生产成本、

费用的金额，该科目的余额一般在借方，表示一定期间内尚

未摊销完毕的各项费用。为了便于准确划分各项费用受益期

限和摊销期限，“待摊费用”除设置总账外，还应按各项费

用的发生时间和种类设置“待摊费用”明细分类账。 账务处

理： 发生时：借：待摊费用XXX 贷：银行存款（现金、现金

、低值易耗品....） 摊销时。 借：制造费用（生产成本、营业

成本、管理费用等） 贷：待摊费用XXX ⑵“待摊费用”的审

查重点及审查的思路 在日常税收审查工作中，由于“待摊费

用”贷方发生额反映企业分期摊入生产经营成本的实际摊销

金额，因此其金额摊销的正确与否，关键是确认受益期或使

用期限与摊销期限是否一致，因而产生纳税审查的重点；但

切不可忽视对该科目借方发生额的审查，因为，通过该科目

借方发生额的审查，能够便于审查人员及时 、准确的掌握和

了解需摊销费用的形成或来源是否真实以及费用的性质。因

此在日常的税收审查中，对“待摊费用”科目的审查，其借

方发生额和贷方发生额都应作为审查的重点，不能有所侧重

，更不能有主次之分。 ⑶审查“待摊费用”账户借方发生额 

企业发生待摊费用时，在正常情况下，“待摊费用”账户的

借方与“银行存款”、“低值易耗品”、“包装物”等账户

贷方发生额对应。如果与“在建工程”、“其他应收款”等



账户的贷方发生对应关系，则属于异常现象，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审查。 ①区别生产性费用和非生产性费用的界限 重点审

查企业“待摊费用”科目借方发生额中是否有人为混淆成本

界限的行为，是否存在将固定资产的购建支出项目列入待摊

费用，从而分期摊入生产经营成本。常采取的手段的： a.企

业人为地将本期固定资产购建支出项目金额化整为零，分期

、分批列入“待摊费用”账户进行摊销； b.企业将本期固定

资产购建支出金额的部分项目有意识地列入“待摊费用”账

户实现摊销。如有规律地将基建人员的工资列入“待摊费用

”、基建项目领用的材料、基建项目的借款利息等等。 ②严

格划清资本性与收益性支出的界限。 a.审查企业在原有固定

资产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的资本性支出 有无假借固定资产

大修理的名义 ，将从事固定的购建支出费用列入“待摊费用

”科目的借方，实现摊销。 b.审查企业是否有将应列入“递

延资产”核算的开办费用，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的改良支出以及摊销期限不能单独归属于一个会计期间的固

定资产修理费用支出列入“待摊费用”核算的行为； c.审查

企业有无将应记入“无形资产”科目核算的无形资产受让及

开发性支出费用一次性直接记入 “待摊费用”科目。 通过对

“待摊费用”科目借方发生额的审查，从中发现企业是否有

人为调节期间生产经营成本的现象。 对企业将“待摊费用”

科目作为“蓄水池”人为地调节生产经营利润的审查重点应

放在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和实行利润承包企业，审查企

业是否有采用调节手段达到承包目标的实现和多计提效益工

资的目的。 业企业成本核算过程： （一）归集分配要素费用

。指：生产领用原材料、工人工资及福利费、折旧等等等等



。 1、材料费 （1）直接耗用的材料：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

产成本-某产品 借：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某车间 借：制造

费用 贷：原材料-某材料 （2）共耗材料 分配率=共耗材料费/

分配标准 分配标准通常选用定额消耗量。 分配后做上述相同

分录。 2、人工费 （1）工资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某

产品 借：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某车间 借：制造费用 贷：

应付工资 如果工人做两种以上产品，则 分配率=生产工人工

资/分配标准 分配标准通常选用生产工时 （2）福利费 工资

的14%。计算与分录同上。 3、其他要素费用分配的会计分录

，如计提折旧、车间发生的各项杂费等。 （二）归集分配各

项间接费用 1、辅助生产费用 将第一步骤中记入“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成本”账户的成本进行归集，将总额按受益对象分

配至相应的账户中。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某产品（

如果受益对象为产品的话） 借：制造费用 贷：生产成本-辅

助生产成本-某车间 需要说明的是，在企业只有一个辅助生产

车间的时候只需这样即可。当企业有两个以上辅助生产车间

的时候，则必须选择直接分配法、交互分配法、代数分配法

等等方法进行分配后再做账务处理。此略。 2、基本车间的

制造费用。 首先归集凡是记入“制造费用”账户的所有总额

。 当车间有两种以上产品的时候： 分配率=制造费用总额/分

配标准 分配标准通常选用生产工时或机器工时 借：生产成

本-基本生产成本-某产品 贷：制造费用 （三）归集分配“生

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 先将记入“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

某产品”账户的所有金额进行归集，然后选择一定的方法，

月末结转完工产品。 借：产成品-某产品 贷：生产成本-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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