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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论坛第九章 资产减值疑难略记 1、资产减值规范的内容

要记住，因为涉及到减值可不可以转回的问题。（1）对子公

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2）采用成本模

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3）固定资产；（4）生

产性生物资产；（5）无形资产；（6）商誉；（7）探明石油

天然气矿区权益和井及相关设施等。2、可回收金额的判定比

较重要：较高者。特殊情况：如果企业无法可靠估计资产公

允价值减去处理费用后的净额的，应当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3、账面价值会计算。复

习以下内容：对固定资产来讲：账面价值＝固定资产的原价

－计提的减值准备－计提的累计折旧；账面余额＝固定资产

的账面原价；账面净值＝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固定资产原

价－计提的累计折旧。对于企业的其他资产，只涉及账面价

值和账面余额的概念。账面价值都是减去计提的减值准备后

的金额；账面余额都是各自账户结余的金额。 4、必须进行

减值测试的是：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5、注

意与财务成本管理中有关现值的联系：折算率用税前的，现

金流量也是税前的，两者统一；以资产当时状况为基础，不

考虑中间改良及相关的现金流量。 6、减值的“两次分配”

：某个资产组受可回收金额限制，超出的部分再分配到其他

资产（组）。 7、掌握账面价值与寿命的加权计算方法（分



配总部资产时要用）。 8、掌握总部资产的分摊及商誉优先

冲减。 一、资产减值的范围 资产减值，是指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本章所指资产，除特别说明外，包括单

项资产和资产组。 提醒：不包括流动资产，流动资产的减值

可转回。 二、资产减值的迹象与测试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

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对于存在减值迹

象的资产，应当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

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应当按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金

额，计提减值准备。 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资产存在减值迹象

的，应当也进行资产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资

产存在减值迹象是资产是否需要进行减值测试的必要前提，

但是以下资产除外，即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

确定的无形资产，对于这些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都应当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企业在判断资产

减值迹象以决定是否需要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时，应当遵循

重要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企业资产存在下列情况的，可

以不估计可收回金额： 1．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结果表明，

资产可收回金额远高于其账面价值，之后又没有发生消除这

一差异的交易或者事项的，资产负债表日可以不重新估计该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2．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与分析表明，

资产可收回金额对于资产减值准则中所列示的一种或者多种

减值迹象反应不敏感，在本报告期间又发生了该减值迹象的

，在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可以不需因为上述减值迹象的出现而

重新估计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比如在当期市场利率或其他

市场投资报酬率提高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计算资产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时所采用的折现率不大可能受到该市场利率或者其



他市场投资报酬率提高的影响；或者即使会受到影响，但以

前期间的可收回金额敏感性分析表明，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也很可能相应增加，因而不大可能导致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大幅度下降的，企业可以不必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重

新估计。 三、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基本方法 资产存在可能

发生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一）资产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的估计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

置费用后的净额，通常反映的是资产如果被出售或者处置时

可以收回的净现金收入。 （1）销售协议价格 （2）资产的市

场价格（买方出价） （3）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公

平交易愿意提供的交易价格 如果企业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应当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二）资产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的估计 1、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按

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 企业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2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不应当包括筹资活动和所得税收付

产生的现金流量； （3）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应当和折现

率相一致； （4）涉及内部转移价格的需要作调整。 如果影

响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因素较多，不确定性较大，使用单一

的现金流量可能并不能如实反映资产创造现金流量的实际情

况。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期望现金流量法更为合理的，企业



应当采用期望现金流量法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在期望现

金流量法下，资产未来每期现金流量应当根据每期可能发生

情况的概率及其相应的现金流量加权计算求得。 2、为了资

产减值测试的目的，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使用的

折现率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

税前利率。 折现率的确定，应当首先以该资产的市场利率为

依据。如果该资产的市场利率无法从市场上获得的，可以使

用替代利率估计折现率。 企业在估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时，通常应当使用单一的折现率。但是，如果资产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对未来不同期间的风险差异或者利率的期限结构

反应敏感的，企业应当在未来各不同期间采用不同的折现率

。 根据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时，应

当以资产当时的状况为基础，不应考虑与该资产改良有关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3、外币未来现金流量及其现值的预计 

首先，应当以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结算货币为基础

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并按照该货币适用的折现率计算资产

的现值。 其次，将该外币现值按照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当日的即期汇率进行折算，从而折现成按照记账本位币

表示的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最后，在该现值基础上

，比较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以及资产的账面

价值，以确定是否需要确认价值损失以及确认多少减值损失

。 四、资产减值损失确认与计量的一般原则及会计处理 资产

可收回金额确定后，如果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企

业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

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

值准备。资产的账面价值是指资产成本扣减累计折旧(或累计



摊销)和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

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应当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

该资产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

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

计期间不得转回。但是，遇到资产处置、出售、对外投资、

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方式换出、在债务重组中抵偿债务等情

况，同时符合资产终止确认条件的，企业应当将相关资产减

值准备予以转销。 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XX

资产减值准备 五、资产组的认定 有迹象表明一项资产可能发

生减值的，企业应当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企业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应当以该资

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

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

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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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组一经确定，各个会计

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如需变更，企业管理层

应当证明该变更是合理的，并在附注中说明。 六、资产组减

值测试 （一）资产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基础 资产

组账面价值的确定基础应当与其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式相一

致。 资产组在处置时如要求购买者承担一项负债(如环境恢复

负债等)、该负债金额已经确认并计入相关资产账面价值,而且

企业只能取得包括上述资产和负债在内的单一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为了比较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

额,在确定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及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

应当将已确认的负债金额从中扣除。 （二）资产组减值的会



计处理 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资产组（包括资产组组合）的

可收回金额如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分摊： 1.首先抵减分

摊至资产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2.然后根据资产组中除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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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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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总部资产

的减值测试 企业总部资产包括企业集团或其事业部的办公楼

、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研发中心等资产。总部资产的显著特

征是难以脱离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独立的现金流入，而

且其账面价值难以完全归属于某一资产组。因此，总部资产

通常难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需要结合其他相关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进行。资产组组合，是指由若干个资产组组成的

最小资产组组合，包括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以及按合理

方法分摊的总部资产部分。 在资产负债表日，如果有迹象表

明某项总部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企业应当计算确定该总部

资产所归属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然后将

其与相应的账面价值相比较，据以判断是否需要确认减值损

失。 企业在对某一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应当先认定所有

与该资产组相关的总部资产，再根据相关总部资产能否按照

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一



）对于相关总部资产能够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

产组的部分，应当将该部分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分摊至该资

产组，再据以比较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总部

资产的账面价值部分）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

组的减值损失处理顺序和方法处理。 （二）对于相关总部资

产难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的，应当按照

下列步骤处理： 首先，在不考虑相关总部资产的情况下，估

计和比较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前述有关

资产组减值损失处理顺序和方法处理。 其次，认定由若干个

资产组组成的最小的资产组组合，该资产组组合应当包括所

测试的资产组与可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将该总部资产的

账面价值分摊其上的部分。 最后，比较所认定的资产组组合

的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部分）和可

收回金额，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减值损失的处理顺序和方

法处理。 八、商誉减值测试的基本要求 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

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时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应当结

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相关的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

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不应当大于企业所确定的报

告分部。 对于已经分摊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不论是

否存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每年都应

当通过比较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与可

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企业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对于因企

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应当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

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应

当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 九、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



与会计处理 1、减值损失金额应当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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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减值损失的处理顺序

和方法与第四节有关资产组减值损失的处理顺序和方法相一

致。 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商誉

减值准备 2、 企业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

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

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

）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

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

损失金额应当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

的账面价值；然后，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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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 号企业合

并》的规定，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是母公司根据其在子

公司所拥有的权益而确认的商誉，子公司中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商誉并没有在合并财务报表中予以确认。因此，在对与商

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由于其可

收回金额的预计包括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价值部分，为了

使减值测试建立在一致的基础上，企业应当调整资产组的账

面价值，将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包括在内，然后，根



据调整后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以确

定资产组（包括商誉）是否发生了减值。 上述资产组如发生

减值的，应当首先抵减商誉的账面价值，但由于根据上述方

法计算的商誉减值损失包括了应由少数股东权益承担的部分

，而少数股东权益拥有的商誉价值及其减值损失都不在合并

财务报表中反映，合并财务报表只反映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

减值损失，因此，应当将商誉减值损失在可归属于母公司和

少数股东权益之间按比例进行分摊，以确认归属于母公司的

商誉减值损失。（学习完企业合并后再学习这部分内容）相

关连接:2009年注册会计师会计各章节总结新东方名师解读

：2009年新制度《会计》考试大纲热点关注：09年CPA考试

全方位解读-会计篇2009年注册会计师（新制度）专业阶段考

试《会计》样题2009年注册会计师免费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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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