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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45_540456.htm 第五章 长期股权投资第一节 长

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经典例题] 甲公司2004年1月1日

投资A公司5000万元，取得10%股权，投资当日A公司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为60000万元（假定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

）。因对A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甲公司对该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核

算。甲公司按照净利润的10%提取盈余公积。 2005年7月1日

，甲公司又以16500万元的价格取得A公司20%的股权，当日A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75000万元。取得该部分投

资后，甲公司能够派人参与A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对A

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假定甲公司在取得A公司10%股权后至新

增投资日，A公司的净利润为10000万元（其中2004年实现净

利润6000万元，2005年实现净利润4000万元），未派发现金股

利或利润。除所实现净利润外，未发生其他记入所有者权益

的交易或事项。 2006年1月1日，甲公司又以25000万元的价格

取得A公司30%的股权，当日A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

额为80000万元。取得该部分股权后，甲公司能够控制A公司

。假定甲公司在上次取得A公司20%股权后至此次新增投资日

，A公司的净利润为4000万元。未派发现金股利或利润。除所

实现净利润外，未发生其他记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

。2006年A公司实现净利润12000万元。 2007年1月1日，甲公

司将该投资的50%对外出售，出售以后，无法对A公司进行控

制，仅对A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出售时取得价款30000万元



。2007年A公司实现净利润10000万元。 2008年1月1日，甲公

司又继续将剩余投资中的50%对外出售，出售后，对A公司不

具有重大影响。出售时取得价款17000万元。 2008年3月15日

，甲公司取得A公司分派的现金股利9600万元。 请对以上的

交易为甲公司作分录。 [例题答案] 1．2004年1月1日取得10%

股权，因不具有重大影响，故采用成本法核算 借：长期股权

投资 5000 贷：银行存款 5000 2．2005年7月1日取得20%股权，

因对A公司具有重大影响，转为权益法核算 1）在增资使长期

股权投资的核算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应以成本法下长期

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并在此基础上比较该初始成本与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确定是否需要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

值进行调整。 首先，成本法下对2005年7月1日的投资帐务处

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16500 贷：银行存款 16500 其次，进

行比较，两次投资成本5000 16500=21500（万元），两次投资

可享受的公允价值为60000*10% 75000*20%=21000（万元），

因投资额大于享有的公允价值，故而在权益法下无需对投资

成本进行调整。 2）追溯调整应享有的净利润份额 借：长期

股权投资 1000 （10000*10%） 贷：盈余公积 60 

（6000*10%*1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540 （6000*10%-60） 

投资收益 400 （4000*10%） 3）追溯调整应享有的其他股东权

益变动 A公司2004年1月1日净资产60000万元，至2005年7月1

日为75000万元，其中包括该段时间的净利润10000万元和其他

权益变动500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 500 

（5000*1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00 4）2005年年

末，按权益法核算应享有的净利润份额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



益调整 1200 （4000*30%） 贷：投资收益 1200 3．2006年1月1

日，继续投资取得30%股权，因对A公司具有控制权，改为成

本法核算因追加投资原因导致原持有的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

业的投资转变为对子公司投资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

调整应按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方法处理，以成本

入账，故而需要把权益法下确认的相关损益、权益调整冲回

1）2006年1月1日新投资应确认 借：长期股权投资 25000 贷：

银行存款 25000 2）追溯调整确认的损益 借：盈余公积 220 利

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980 贷：长期股权投资 2200（1000 1200）

3）追溯调整确认的资本公积 借：资本公积 500 贷：长期股权

投资-其他权益变动 500 至此，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账面金额

为5000 16500 25000=46500万元。 4．2007年1月1日出售股权，

对A公司失去控制，仅具有重大影响，改为权益法核算 1）出

售股权时 借：银行存款 3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23250 投资

收益 6750 2）权益法下追溯调整以前期间应确认的利润 第一

次投资10%剩下的5%的调整，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0000 4000 12000）*5%=1300 贷：盈余公积 130 利润分配未

分配利润 1170 第二次投资20%剩下的10%的调整 借：长期股

权投资-损益调整 （4000 12000）*10%=1600 贷：盈余公积 16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440 第三次投资30%剩下的15%的调整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2000*15%=1800 贷：盈余公积

18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620 3）年末调整应享有的净利润份

额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0000*30%=3000 贷：投资收

益 3000 至此，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明细如下： 长期股权投

资-成本 23250 -损益调整 1300 1600 1800 3000=7700 5．2008年1

月1日出售股权，对A公司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改为成本法核



算 因收回投资等原因导致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由权益法转换

为成本法的，应以转换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机制作为按照

成本法核算的基础。继后期间，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

利或利润未超过转换时被投资单位账面未分配利润中本企业

享有份额的，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超过部分作为投

资收益处理。 1）出售股权 借：银行存款 17000 贷：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 11625 -损益调整 3850 投资收益 1525 2）结转长期股

权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 15475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1625 -损益调整 3850 3）收到现金股利 在出售时点，甲公司

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未分配利润的份额=（（6000 4000 4000

12000 10000）2.5% (4000 12000 10000)*5% (12000

10000)*7.5%=3850 借：银行存款 96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3850 

投资收益 5750 [例题总结与延伸] 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的处理

着重掌握一下增加投资形成控制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很容

易和后面的内容相互联系，比如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调整分

录相互结合，所以也是核算方法变更的重点内容。教材中关

于这点介绍的比较少，也没有涉及到现金股利的处理，作为

我们学员来说要懂得适当延伸一下。 需要注意的是减少投资

由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核算的是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额，但

是之后收到股利的时候是根据之前权益法下确认的损益调整

明细的金额为限，那么实际上也是变相进行了追溯调整。 另

外本题中涉及到了教材中关于权益法下现金股利的处理，处

理方法谨慎考虑还是按照教材中给出的方法处理；不管学术

上有多少争论，教材始终是我们可以参照的基本和考试的蓝

本。而且教材不至于出现重大失误，不至于全盘否定教材的

处理，所以对于我们学员来说更应该尽量理解教材中的处理



，培养自己对于教材改动的感知能力和理解问题的角度，另

外对于权益法的处理处理逐渐有自己的认识和把握。 [知识点

理解与总结] 关于权益法转为成本法追溯调整。增加投资的情

况的处理比较简单：把权益法下的投资要追溯调整到初始取

得时候的成本，然后对于持有期间的交易或者事项的处理完

全按照成本法的处理进行。然后对于追加投资当年收到的股

利，不能作为收到投资以前年度股利处理。因为权益法转换

为成本法追溯调整，调整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初始投资就按照

成本法处理，而不是说追加投资时候才按照成本法处理。所

以对于追加投资当年收到的股利要结合之前的股利累计以后

完全按照成本法的处理进行。 对于减少投资的情况，不追溯

调整，在减少投资的时点把权益法核算下的账面价值作为成

本法核算的初始确认金额。然后对于之后收到的股利以之前

权益法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为限进行账面价

值冲减，实际上是变相进行了追溯调整，只是一个时间早晚

的问题，但是这个追溯调整还不是彻底的，因为对于资本公

积的变动部分没有调整。 权益法下收到现金股利 总体是要冲

减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至于是冲减“成本”明细科目

还是“损益调整”明细科目需要计算，总体情况是这样：如

果分配的股利是投资以后实现的净利润，那么就应该冲减“

损益调整”明细；如果分的股利是投资以前实现的净利润，

那么就应该冲减“成本”明细。 1、如果是收到投资以前年

度现金股利的是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明细科目。 例

题1：正保公司06年初投资A公司1000万，取得30％股权，对A

公司产生重大影响，06年3月A公司发放05年股利500万，当年

实现净利润500万。 初始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000 贷：银行存款 1000 取得06年股利500×30％＝150： 借：

应收股利 150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50 2、投资以后年度

收到股利的，应该冲减“成本”明细科目金额＝累计收到的

现金股利－投资以后都上年度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份额

－之前已经冲减的成本，如果结果大于0的，对结果继续冲减

成本，剩余部分要冲减“损益调整”明细；如果结果小于0的

，收到的股利全部冲减“损益调整”明细科目。 例题2、接

上面的题目，07年3月发放股利600万。要求做出权益法下长

期股权投资的相关分录。 取得07年股利600×30％＝180，累

计收到股利＝150＋180＝330，投资以后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

＝500×30％＝150万，累计应该冲减成本＝330－150＝180万

，因为之前已经冲减了成本150，所以收到的股利继续冲减成

本＝180－150＝30，冲减损益调整＝180－30＝150： 借：应收

股利 180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30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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