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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8_AD_E7_BA_c44_72138.htm 第一节资产和负债（掌握

）来源：www.examda.com 一、资产 （一）资产的内容 行政

单位的资产，是指行政单位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

的经济资源，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事业单位的资产，

是指事业单位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

包括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力。 （二）资产的计价和核算 1 .货

币资金 行政事业单位的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等，应

当按照实际收入和支出数额记账。 2 .应收及预付款项 行政单

位的应收及预付款项，是指行政单位在业务活动中与其他单

位、所属单位或本单位职工发生的临时性待结算款项，应当

按照实际发生数额记账。事业单位的应收及预付款项包括应

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等，应当按照实

际发生数额记账。 行政事业单位的应收及预付款项一般不计

提坏账准备。 3 .存货 行政单位的存货主要是行政单位大宗购

入、需要库存的物资材料。行政单位的存货在取得时，应当

按照实际成本记账。即，行政单位购入的材料，以购价作为

入账价格。材料采购、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运杂费等

不计入库存材料价格，直接列入有关支出科目核算。行政单

位的存货发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先进先出法、加权

平均法等方法，确定当期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行政单位的

库存材料，每年至少盘点一次。对于发生的盘盈、盘亏等情

况，应当查明原因，属于正常的溢出或损耗，作为减少或增

加当期支出处理；属于非正常性的毁损，应按规定的程序报



经批准后处理。 事业单位的存货是指事业单位在开展业务活

动及其他活动中为耗用或者为销售而储存的各种资产，包括

材料、产成品等。事业单位的存货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

本记账。各项存货发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先进先出

法、加权平均法等方法，确定当期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4 .

对外投资来源：www.examda.com 行政单位的对外投资，是指

行政单位用结余资金购买的国债。行政单位的有价证券，按

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兑付、转让有价证券取得的收入

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收入；有价证券的利息在实

际收到时确认为其他收入。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包括债券投

资和其他投资。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在取得时，应当以实际

支付的款项（以货币资金的方式对外投资）或者所转让非现

金资产的评估确认价值（以实物或无形资产的方式对外投资

）作为入账价值。投资期内取得的利息、红利等各项投资收

益，不予预计，应当在实际收到时计入当期收入。转让债券

取得的价款或债券到期收回的本息与其账面成本的差额，应

当计入当期收入。 5 .固定资产 （ 1 ）固定资产的标准。 行政

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价值标准为：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500 元

以上，专用设备价值在800 元以上。单位价值虽然不足规定标

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资产，应当作为固定

资产核算。 （ 2 ）固定资产的核算。行政单位的固定资产应

当按照取得或购建时的实际成本记账。 行政单位对其占有或

使用的固定资产，每年应当盘点一次。转让、毁损、报废及

盘亏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所减少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同

时冲减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有偿转让、变卖、清理报废或

毁损固定资产取得的变价收入，作为其他收入处理；清理固



定资产发生支出，作为当期支出。出租固定资产取得的价款

，应当计入其他收入。 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取得或

购建时的实际成本记账，其入账价值的确定与行政单位固定

资产的入账价值基本相同。固定资产借款利息和有关费用，

以及外币借款的汇兑差额，在固定资产办理竣工决算之前发

生的，应当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在竣工决算之后发生的，计

入当期支出或费用。 事业单位应当对固定资产定期进行清查

盘点。转让、报废、毁损及盘亏的固定资产，按照所减少固

定资产的原价，同时冲减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出售、清理

报废或毁损固定资产取得的变价收入，增加专用基金中的修

购基金；清理费用减少专用基金中的修购基金。 6 .无形资产 

事业单位的无形资产，是指不具有实物形态而能为事业单位

提供某种权利的资产，包括专利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

术、著作权、商标权、商誉等。事业单位购入的无形资产，

应当以实际成本作为入账价值。事业单位自行开发的无形资

产，应当以开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支出作为入账价值。 事业

单位的无形资产应当予以合理摊销。不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

事业单位，应当在取得无形资产时，将其成本予以一次性摊

销，减少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并计入当期支出；实行内部成

本核算的事业单位，应当在无形资产的受益期内分期平均摊

销，按照摊销额减少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并计入当期支出。 

二、负债来源：www.examda.com （一）负债的内容 行政单位

的负债，是指行政单位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要以资产偿

付的债务，包括应缴预算款、应缴财政专户款、应付工资（

离退休费）、应付地方（部门）津补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

、暂存款等。 事业单位的负债，是指事业单位承担的能以货



币计量、需要以资产偿付的债务，包括借入款项、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部门）津

补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应缴预

算款、应缴财政专户款和应交税金等。 （二）负债的计量和

核算 行政事业单位的负债应当按照实际发生数额记账。行政

事业单位代收的应缴入国家预算的款项和应上缴财政专户的

预算外资金，在实际收到但尚未上缴时，应当作为负债入账

。 1 .应缴款项 应缴款项包括应缴预算款和应缴财政专户款。

其中，应缴预算款是指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应缴入国家预算

的款项，主要包括代收的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行政

性收费、罚没收入、无主财物变价款、赃款和赃物变价款以

及其他按预算管理规定应上缴预算的款项。应缴财政专户款

是指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代收的应上缴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

金。 2 .应付及预收款项 行政单位的应付及预收款项，是指行

政单位在业务活动中与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生的待结算款项。

暂存款应及时清理并按规定办理结算，不得长期挂账。事业

单位的应付及预收款项，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其他应

付款和预收账款。 3 .应付工资和津贴补贴 行政事业单位发放

给职工的工资（离退休费）、地方（部门）津贴补贴及其他

个人收入应当按规定设立专门账簿，进行明细核算。使用工

会经费发放给职工的相关收入应当由单位工会单独记账，另

行反映。 4 .应交税金 应交税金，是指事业单位按照税法规定

应交纳的各种税金，主要包括营业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资源税以及所得税等。 事业单位计算应交纳税金（除

一般纳税人交纳的增值税）时，应交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资源税等，列入销售税金，应交纳的所得税，列入



结余分配；同时计入应交税金。有关应交增值税的核算原理

与企业会计中应交增值税的处理基本相同。 5 .借入款项 事业

单位的借入款项，包括从财政部门、上级主管部门、金融机

构借入的有偿使用的款项。其核算特点在于：一般不预计利

息支出；实际支付利息时，为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而借入的款项所发生的利息，计入事业支出，为开展经营

活动而借入的款项所发生的利息，计入经营支出。 第二节 净

资产（掌握）来源：www.examda.com 一、净资产的内容 行政

单位的净资产，是指行政单位资产减负债和收入减支出的差

额，包括固定基金、结余等。 事业单位的净资产，是指资产

减去负债的差额，包括事业基金、固定基金、专用基金、结

余等。其中，专用基金是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设置的具有

专门用途的基金，主要包括职工福利基金、医疗基金、修购

基金、住房基金等。 二、净资产的计量和核算 （一）净资产

的计量 行政事业单位的净资产，应当按照实际发生数额记账

。 （二）净资产的核算 1 .固定基金 固定基金，是指行政事业

单位固定资产所占用的基金。购建固定资产时，按发生的实

际成本入账；接受捐赠固定资产时，按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

或者有关凭据注明价值以及接受捐赠时发生的相关费用入账

；盘盈固定资产时，按重置完全价值入账；融资租入固定资

产时，按实际支付的租金入账；盘亏、处置固定资产时，按

固定资产的账面原价，冲减固定基金。 固定基金的具体账务

处理可以参见固定资产的有关核算内容。 2 .事业基金 事业基

金是对于事业单位而言的，指事业单位拥有的非限定用途的

净资产，分为一般基金和投资基金两部分内容。事业基金按

照当期实际发生数额记账。事业单位的一般基金是指事业单



位滚存的结余资金。 事业单位的投资基金是指事业单位对外

投资所占用的基金。用货币资金对外投资时，按实际支付的

金额入账；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对外投资时，按评估价或

合同、协议确定的价值入账；用材料对外投资时，按合同协

议确定的价值（以及一般纳税人应交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入

账；转让对外投资或对外投资到期兑付时，按对外投资的账

面金额，冲减投资基金，转入一般基金。投资基金的具体账

务处理可以参见对外投资的有关核算内容。 3 .专用基金 专用

基金是对于事业单位而言的，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设置

的有专门用途的资金。主要包括修购基金、职工福利基金、

医疗基金以及其他基金等。专用基金增加应按当期实际提取

转入的数额记账；减少应按当期实际支出数额记账。 4 .结余 

行政单位的结余，是指行政单位各项收入与支出相抵后的余

额。行政单位的正常经费结余与专项资金结余应当分别核算

。 事业单位的结余，是指事业单位在一定期间各项收入和支

出相抵后的余额，包括事业结余和经营结余。 （ 1 ）事业结

余，是指事业单位在一定期间内除经营收支外各项收支相抵

后的余额。 年度终了，事业结余应当全数转入结余分配。 （

2 ）经营结余，是指事业单位在一定期间内各项经营收入与

支出相抵后的余额。用公式表示为： 经营结余＝经营收入一

（经营支出＋经营业务负担的销售税金）年度终了，经营结

余通常应当转入结余分配，但如为亏损，则不予结转。 （ 3 

）事业单位当年实现的结余，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分配。结余

分配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有所得税交纳业务的事业单位

计算应交所得税； 二是事业单位计提专用基金。进行上述分

配后，结存的当年未分配结余，转入事业基金（一般基金）o



第三节 收入和支出（掌握）来源：www.examda.com 一、收入

（一）收入的内容 行政单位的收入，是指行政单位为开展业

务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包括拨入经费、预算外

资金收入、其他收入等。 事业单位的收入，是指事业单位为

开展业务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包括财政补助收

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缴款、

其他收入和基本建设拨款收入等。 （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1 .行政单位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行政单位的收入应当采用收付

实现制核算，即在实际收到款项时予以确认。行政单位的各

项收入应当按照实际发生数额记账。 2 .事业单位收入的确认

和计量 事业单位的收入通常应当采用收付实现制核算，即在

实际收到款项时予以确认；事业单位的经营收入，可以采用

权责发生制核算，即在提供劳务或者发出商品，同时收讫价

款或者取得索取价款的凭据时予以确认。事业单位对于长期

项目的收入，应当根据年度完成进度予以合理确认。事业单

位取得收入为实物时，应当根据有关凭据确认其价值；没有

凭据可供确认的，参照其市场价格确定。 二、支出 （一）支

出的内容 行政单位的支出，是指行政单位为开展业务活动所

发生的各项资金耗费及损失。行政单位的支出根据资金管理

要求分为经常性支出和专项支出。 事业单位的支出，是指事

业单位为开展业务活动或其他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资金耗费及

损失，以及用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开支，包括事业支出、经营

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上缴上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等。 

（二）支出的计量和核算 行政单位的各项支出，应当按照实

际支出数额记账。 事业单位的各项支出，应当按照实际支出

数或实际发生数记账。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应当正确



归集经营支出和事业支出；无法直接归集的，应当按照一定

的标准予以合理的分摊。 三、拨出（入）专款、专款支出 事

业单位的拨入专款，是指事业单位收到财政部门、上级单位

或其他单位拨入的有指定用途、并需要单独报账的专项资金

。 拨出专款，是指拨给所属单位的需要单位报账的专项资金

。 专款支出，是指由财政部门、上级单位和其他单位拨入的

指定项目或用途，并需要单位报账的专项资金的实际支出数

。 年终结账时，对已完工的项目，应当将拨入专款账户的余

额与拨出专款和专款支出账户的相应余额对冲；对冲后的余

额应当按照拨款单位的规定处理：按规定上缴部分，冲减拨

入专款，按规定留归本单位部分，将拨入专款转入事业基金

卜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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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