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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录的编制介绍如下： （1）分析调整“产品销售收入”。

先假设本期产品销售收入均为现金收入，即“销售商品收到

的现金”，然后再结合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项目进行调整。调整分录如下： 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贷

：产品销售收入 （2）分析调整“产品销售成本”。先假设

本期产品销售成本均为现金支付，即“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然后再结合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应付工资”、“存货”、“累计折旧”、“待摊费用

”、“预提费用”等项目逐一进行调整。调整分录如下： 借

：产品销售成本 贷：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3）分析调整“

营业费用”。先假设本期产品销售发生的营业费用均为现金

支付，即“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然后再结

合资产负债表中“应付工资”、“累计折旧”、“待摊费用

”、“预提费用”等项目逐一进行调整。调整分录如下： 借

：产品销售费用 贷：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

）分析调整“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先假设本期发生的产

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均已实际支付，即“支付的各项税费”，

然后再结合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应

交税金应交城市建设维护税”、“其他应交款”等项目进行

调整。调整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贷：支付的

各项税费 （5）分析调整“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所核算的主要是销售材料收入、技术转让收入、经营性租赁



收入等。先假设本期发生的其他业务收入均已实际收到现金

，即先计入“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等收

到的现金净额”等项目，然后再在调整“应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时进行调整。调整分录如下： 借：销售商品收到

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等收到的现金净额 贷：其他业务收入 

（6）分析调整“其他业务支出”。其他业务支出所核算的主

要是与销售材料、技术转让、经营性租赁等有关的成本、费

用、税金。先假设本期发生的其他业务支出均已实际支付现

金，即先计入“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购建固定资产等

所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等项目，然后再在调

整“存货”、“应付工资”、“应交税金”时进行调整。调

整分录如下： 借：其他业务支出 贷：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购

建固定资产等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7）分析调整

“管理费用”。先假设本期发生的管理费用均为现金支付，

即先计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然

后再结合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应付款”、“累计折旧”、

“应付工资”、“待摊费用”、“预提费用”等项目进行调

整，将那些本期实际未支付的以及不属于“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予以剔除。调整分录如下： 借：管

理费用 贷：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分析调

整“财务费用”。先假设本期发生的财务费用均为现金支付

，再依据明细项目进行调整。对于利息费用，计入“偿付股

利、利润或利息所支付的现金”，其他财务费用则计入“支

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然后再结合资产

负债表中的“累计折旧”、“应付工资”、“待摊费用”、

“预提费用”等项目进行调整。调整时，再将那些不属于“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剔除。调整分录如

下： 借：财务费用 贷：偿付股利、利润或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分析调整“投资收

益”。先假设列入本期损益表中的投资收益均已实际收到现

金，即“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然后再依据资产负

债表中的“短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

资”、“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等项目进行调整。调整

分录如下： 借：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贷：投资收益 

（10）分析调整“营业外收入”。先假设本期发生的营业外

收入均为现金收入，即“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等收到的现金净额”，然后再结合资产

负债表中“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等项目，以及“营业

外收入”项目的有关明细账进行调整。调整分录如下： 借：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等收到的现

金净额 贷：营业外收入 （11）分析调整“营业外支出”。先

假设本期发生的营业外支出均为现金支出，即“支付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等收到的现金净

额”，然后再结合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等项目，以及“营业外支出”项目的有关明细账进行调整

。调整分录如下： 借：营业外支出 贷：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等收到的现金净额 （12）分析调

整“所得税”。先假设列入本期损益表中的所得税均已实际

支付，然后再结合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项目进行调整。调整分录如下： 借：所得税 贷：支付的各项

税费 （13）分析调整“短期投资”。对于“短期投资”项目

，由于现金流量表设计时是按“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和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单独列示的，因此，应分析其借方发

生额和贷方发生额，分别进行调整。调整分录如下： 调整借

方发生额： 借：短期投资 贷：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调整贷方发

生额： 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贷：短期投资 （14）分析调

整“应收票据”。“应收票据”通常与销售商品有关，与期

初余额相比，期末“应收票据”增加，表明本期销售的部分

商品本期没有收到现金，而原来在调整利润表中的“主营业

务收入”时，是假定其全部已收到现金的，因此要冲减“销

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反之，若期末“应收票据”减少，表

明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中有一部分是前期销售的，

而前期销售的这一部分商品的收入并未在利润表“主营业务

收入”中体现，因此要增加“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当然

如果存在应收票据贴现，由于票据贴现一方面使得“销售商

品所收到的现金”减少，另一方面增加了财务费用，而原来

在调整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经营性费用”时，是将其计入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对于这部分贴现

金额，企业并未实际支付现金，因此要从“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予以冲回。调整分录如下（应收票据增

加时作相反分录）： 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应收票据贴现部分） 贷：应收票据（

余额的净减少） （15）分析调整“应收账款”。“应收账款

”通常与销售商品有关，与期初余额相比，期末“应收账款

”增加，表明本期销售的部分商品本期没有收到现金，而原

来在调整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时，是假定其全部收

到现金的，因此要冲减“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反之，若

期末“应收账款”减少，表明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中有一部分是前期销售的，而前期销售的这一部分商品的收

入并未在利润表“主营业务收入”中体现，因此要增加“销

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当然如果存在坏账核销，由于坏账核

销部分是冲减“坏账准备”的，而在调整“坏账准备”时，

通常是将其期末期初余额的差额全部计入“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故此时也应予以冲回。调整分录如下

（应收账款减少时作相反分录）： 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贷：应收账款货款 （16）

分析调整“坏账准备”。依据“坏账准备”账户的期末期初

余额的差额，作如下调整分录（坏账准备减少作相反分录）

： 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贷：坏账准备 （17

）分析调整“应收股利”。应收股利会因购买股票、债券或

股利的分配与收回等原因而增加或减少，可依据期末期初余

额的差额分析调整。如果期末余额增加，说明本期应计的股

利中有一部分在本期没有收到，而原来在调整利润表中的“

投资收益”项目时是全额计入“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的，故应冲减“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反之，如

果期末余额减少，说明本期收到的股利有一部分是前期的，

而原来在调整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项目时只是按本期应

计的股利计入“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的，故应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当然，如果本期“应收股

利”的借方发生额中含有为购入股票实际支付的款项中包括

已宣告发放但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情形，则应增加“投资所支

付的现金”。有关的调整分录如下： “应收股利”期末余额

增加时： 借：应收股利 贷：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已宣告发放

但未领取的现金股利部分）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应



收股利期末余额增加净额） “应收股利”期末余额减少时： 

借：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应收股利期末余额减少净

额） 贷：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已宣告发放但未领取的现金股

利部分） 应收股利 （18）分析调整“应计利息”。应计利息

会因购买债券或利息的计提与收回等原因而增加或减少，可

依据期末期初余额的差额分析调整。如果期末余额增加，说

明本期应计的股利中有一部分在本期没有收到，而原来在调

整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项目时是全额计入“取得投资收

益所收到的现金”的，故应冲减“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

金”。反之，如果期末余额减少，说明本期收到的利息收入

中有一部分是前期的，而原来在调整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

”项目时只是按本期应计的债券利息收入计入“取得投资收

益所收到的现金”的，故应增加“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

金”。当然，如果本期“应收利息”的借方发生额中含有购

入债券时实际支付的款项中包括发行日至购买日的利息的情

形，则应增加“投资所支付的现金”。调整分录如下： “应

收利息”期末余额增加时： 借：应收利息 贷：投资所支付的

现金（发行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部分）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应收利息期末余额增加净额） “应收利息”期末余

额减少时： 借：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应收利息期末

余额减少净额） 贷：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发行日至购买日止

的利息部分） 应收利息 （19）分析调整“预付账款”。预付

账款与购买存货有关。与期初余额相比较，如果“预付账款

”期末借方余额增加，说明本期预付的款项有一部分本期没

有购进存货，但在收付实现制下，与购买存货有关的款项一

旦支付，即算作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故应增加“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反之，则应减少“购买商品支付的

现金”。调整分录如下（预付账款减少时作相反的分录）： 

借：预付账款 贷：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20）分析调整“其

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所核算的主要是应收、暂付的出差

借款、应收的租金、应收的各种罚款、赔款及垫付款项等，

主要与现金流量表中的“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等有关，可依据“其他应收款”总账及各明细账户的期

末期初余额的差额进行调整。与期初余额相比，其他应收款

期末借方余额增加，表明本期应收的各种款项有一部分实际

上并未收到，而原来在对利润表中的“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外收入”进行调整时，已将其全额视为收到现金，故此

应冲减“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收到的租

金”。调整分录如下（其他应收款借方余额减少时作相反的

调整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 贷：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1）分析调整“存货”。“存货”通常与购买商

品和销售商品有关，与期初余额相比，期末“存货”增加，

表明本期购买的存货有一部分在本期没有销售（这里暂不考

虑本期生产存货的情况，有关存货生产的情况将在调整应付

工资、累计折旧、待摊、预提费用时再作调整），而原来在

调整利润表中的“产品销售成本”时，只是将“产品销售成

本”部分计入“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中，因此要增加“购

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反之，若期末“存货”减少，表明本

期销售的存货中有一部分是前期购买的，本期并未为此而支

付现金，而原来在调整利润表中的“产品销售成本”时，已

经将“产品销售成本”全额计入“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中

，因此要减少“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当然，企业可能存



在其他非经营性原因而增加或减少存货的情况，如以存货对

外投资、在建工程领用存货、吸收外单位存货投资等。这类

情况可以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在建工程”、“实收

资本”等项目时进行调整（也可以直接从存货的增加或减少

中予以剔除）。调整分录如下（存货增加作相反的分录）： 

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贷：存货 （22）分析调整“待摊费

用”。待摊费用会因多种原因增加或减少，应依“待摊费用

”账户发生额的有关明细资料分析调整，对于“待摊费用”

账户的借方发生额，如为一次性领用大量的低值易耗品，导

致了存货的减少，而存货的减少前面已经冲减了“购买商品

支付的现金”，因此应追加“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如为

缴纳的印花税，计入“支付的除增值税、所得税以外的其他

税费”之中，其他支出部分计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中。对于其贷方发生额，属于成本费用摊销的部

分（指计入“生产成本”或“制造费用”部分），因为增加

了存货，故应冲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属于管理费用

的部分，冲减“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

分录如下： 调整借方发生额： 借：待摊费用 贷：购买商品支

付的现金（领用低值易耗品等）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调整贷方发生额： 借：购买商品支付

的现金（计入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的部分） 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贷：待摊费用 （23）分析调整“长期股权

投资”。依据“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借贷方发生额分别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账户的借方发生额，表示企业长期股权

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户的贷方发生

额，表示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收回与损失调整。 调整借方发



生额时：对于“投资成本”，先计入“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然后，对于企业以存货或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进行投资的

情况，再从“投资所支付的现金”中冲减；对于“收益调整

”，因此时并未实际收到投资收益，故应冲减“取得投资收

益所收到的现金”。调整分录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投资成本部分）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

现金（收益调整部分） 对于以存货进行投资的部分（对于以

固定资产进行投资的情况将在调整“固定资产”时再作调整

）： 借：权益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贷：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调整贷方发生额时：对于“投资收回”，依其账面价值先计

入“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然后对于以存货、固定资产

等形式收回的股权投资，再分别进行调整；对于“损失调整

”，因此时企业并未实际为这一损失而支付现金，而原来在

对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调整时是一并计入“取得投资

收益所收到的现金”的（此部分投资损失抵减了其他投资收

益），故应增加“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调整分录

如下： 借：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投资收回部分） 分得股

利或利润所收到的现金（投资损失调整） 贷：长期股权投资 

对于收回的存货（对于收回的固定资产，可在调整“固定资

产”项目时再作调整）： 借：购买存货支付的现金 贷：收回

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4）分析调整“长期债权投资”。依据

“长期债权投资”账户借贷方发生额分别调整。“长期股权

投资”账户的借方发生额，表示企业长期债权投资的面值、

溢价、折价摊销以及到期还本付息债券的应计利息；“长期

债权投资”账户的贷方发生额，表示企业长期债权投资的收

回、折价、溢价摊销。 调整借方发生额时：对于“面值”与



“溢价”，计入“债权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对于“应计

利息”和“折价”摊销，因应计利息和折价摊销引起投资收

益的增加，而这部分投资收益并未使企业实际收到现金，故

应冲减“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调整分录如下： 借

：长期债权投资 贷：投资所支付的现金（面值与债券溢价部

分）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应计利息与溢价摊销之差

，或应计利息与折价摊销之和部分） 调整贷方发生额时：对

于“投资收回”，依其账面价值计入“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对于“溢价”摊销，因溢价摊销引起投资收益的减少

，而这种摊销只是企业的一种账务调整，并未使企业实际支

付现金，故应调增“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所收到的现金”。调

整分录如下： 借：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贷：长期债权投资 （25）分析调整“固定资产原价

”。固定资产会因购建、折旧、转让、报废、投资收回等原

因而增加或减少，情况比较复杂，分析调整“固定资产”时

，应依其有关明细资料的借贷方发生额来进行。对于固定资

产的增加，计入“购建固定资产等所支付的现金”（至于收

到其他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可在调整“实收资本”时再作

调整）；对于投资转出的固定资产，引起长期股权投资的增

加，这一部分增加的投资企业本期并未支付现金，而原来在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借方发生额时全部作为“权益性投资所支

付的现金”，故应冲减“权益性投资支付的现金”；对于出

售、报废固定资产，按照固定资产原价与累计折旧的差额，

计入“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净额”。调整分录如下： 调

整固定资产的借方发生额： 借：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借方发

生额） 贷：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 如有投资收回的固定资



产： 借：购建固定资产等所支付的现金（收回的固定资产原

价） 贷：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收回的固定资产净值） 累

计折旧其他折旧结转 调整固定资产的贷方发生额： 借：累计

折旧其他折旧结转 处置固定资产等收到的现金净额 贷：固定

资产（处置、报废固定资产原价） 借：累计折旧其他折旧结

转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贷：固定资产（投资转出固定资产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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