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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8_AD_E7_BA_c44_72150.htm 第一节 计税基础和暂时性

差异（掌握）来源：www.examda.com 所得税会计是从资产负

债表出发，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资产、负债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确定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税法规定确定的计税

基础，对于两者之间的差额分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与递延所得税资产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每一期间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来源

：www.examda.com 一、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

收回资产账面价值的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

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如果有关的经济利

益不纳税，则资产的计税基础即为其账面价值。 负债的计税

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来源：www.examda.com 二

、暂时性差异来源：www.examda.com 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

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其中，账面价

值是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定的有关资产、负债在企业

的资产负债表中应列示的金额。由于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其计税基础不同，产生了在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的期

间内，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或减少并导致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

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在这些暂时性差异发生的当期，应当确

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根据暂时性差

异对未来期间应税金额影响的不同，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某些不符合资产、负债的确认条件，



未作为财务会计报告中资产、负债列示的项目，如果按照税

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也属于暂时性差异。 （一）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来源

：ww来源：www.examda.comw.examda.com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

时，将导致产生应税金额的暂时性差异。该差异在未来期间

转回时，会增加转回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即在未来期间不

考虑该事项影响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上，由于该暂时性差

异的转回，会进一步增加转回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

得税金额。在该暂时性差异产生当期，应当确认相关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通常产生于以下情况：来源

：www.examda.com 1、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一

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代表的是企业在持续使用及最终出售该项

资产时会取得的经济利益的总额，而计税基础代表的是一项

资产在未来期间可予税前扣除的总金额。资产的账面价值大

于其计税基础，该项资产未来期间产生的经济利益不能全部

税前抵扣，两者之间的差额需要交税，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 2 、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一项负债的账面

价值为企业预计在未来期间清偿该项负债时的经济利益流出

，而其计税基础代表的是账面价值在扣除税法规定未来期间

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之后的差额。因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

税基础不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实质上是税法规定就该项负债

在未来期间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

税基础，则意味着该项负债在未来期间可以税前抵扣的金额

为负数，即应在未来期间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上调增，增加

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金额，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来源来源：www.examda.com

：www.examda.com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

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将导致产生可抵扣

金额的暂时性差异。该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时会减少转回期

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未来期间的应交所得税。在该暂时

性差异产生当期，应当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一般产生于以下情况： 1、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

其计税基础，从经济含义来看，资产在未来期间产生的经济

利益少，按照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多，则企业在未

来期间可以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并减少应交所得税，形成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 2、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负债

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实质上是税法规定就该项负债可以在未来

期间税前扣除的金额。一项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

，意味着未来期间按照税法规定构成负债的全部或部分金额

可以自未来应税经济利益中扣除，减少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

得额和应交所得税，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对于按照税法

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的未弥补亏损及税款抵减，虽不是因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但本质上可

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具有同样的作用，

均能够减少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而减少未来期间的

应交所得税，在会计处理上，视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符合

条件的情况下，应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第二节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掌握） 一、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一）一般原则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

其计税基础不同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在估计未来期间

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时，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

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1、递延所得税

资产的确认应以未来期间可能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在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内，企业无法产生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减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响，使得与递

延所得税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无法实现的，该部分递延所得

税资产不应确认；企业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其于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而利

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则应以可能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限，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考虑到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转回的期间内可能取得应纳税所得额的限制，因无法取得足

够的应纳税所得额而未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应在

附注中进行披露。 2、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的未

弥补亏损和税款抵减，应视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处理。在预

计可利用可弥补亏损或税款抵减的未来期间内能够取得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减少确认当期的所得税

费用。 与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其

确认条件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同。

3 、企业合并中，按照会计规定确定的合并中取得的各项可

辨认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形成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应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并调整合并中

应予确认的商誉等。 4 、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

项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计入

所有者权益。如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降而应确

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二）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特殊



情况 某些情况下，如果企业发生的某项交易或事项不是企业

合并，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

得额，且该项交易中产生的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与其

计税基础不同，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企业会计准则中

规定在交易或事项发生时不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

三）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计量 1 、适用税率的确定。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时，应估计相关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转回时间，

采用转回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基础计算确定。无论相关

的可抵扣暂时67 性差异转回期间如何，递延所得税资产均不

予折现。 2 、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的复核。资产负债表

日，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

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以后，继后期间根据新的环

境和情况判断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利用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使得递延所得税资产包含的经济利益能够实现的，

应相应恢复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二、递延所得税负

债的确认和计量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转回期间将增加未来期

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

，从其发生当期看，构成企业应支付税金的义务，应作为递

延所得税负债确认。 确认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

税负债时，交易或事项发生时影响到会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

额的，相关的所得税影响应作为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的组成

部分；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的，其所得

税影响应增加或减少所有者权益；企业合并产生的，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影响应调整购买日应确认的商誉或是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额。 （一）一般原则 企业在确认因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时，应遵循以下原则：除企业会计准

则中明确规定可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情况以外，企业对

于所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均应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除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以及企业合并外，在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同时，应增加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 有些情况下，虽然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

同，产生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但出于各方面考虑，企业会

计准则中规定不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主要包括： 1 

、商誉的初始确认。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企业合并

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因会计与税收的划分标准不同，按照

税法规定作为免税合并的情况下，税法不认可商誉的价值，

即从税法角度，商誉的计税基础为零，两者之间的差额形成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但是，确认该部分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

延所得税负债，则意味着将进一步增加商誉的价值。因商誉

本身即是企业合并成本在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

之间进行分配后的剩余价值，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进一步增

加其账面价值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且增加了商誉

的账面价值以后，可能很快就要计提减值准备，同时其账面

价值的增加还会进一步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使得递延所

得税负债和商誉价值量的变化不断循环。因此，对于企业合

并中产生的商誉，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形成的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不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负债。 2 、除企业合并以外的其他交易或事项中，如果该项

交易或事项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



额，则所产生的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与其计税基础不

同，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交易或事项发生时不确认相

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由于交易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确认递延所得

税负债的直接结果是增加有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是降低所确

认负债的账面价值，使得资产、负债在初始确认时，违背历

史成本原则，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3、与联营企业、合

营企业投资等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一般应确认相应的

递延所得税负债，但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除外：一是投

资企业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二是该暂时性差异

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满足上述条件时，投资企

业可以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决定暂时性差异的转回，如果不希

望其转回，则在可预见的未来该项暂时性差异不会转回，从

而无须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二）递延所得税负债

的计量 递延所得税负债应以相关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转回期间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计量。在我国，除享受优惠政策的情况以

外，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在不同年度之间一般不会发生变

化，企业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时，可以现行适用税率为基

础计算确定，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不要求折现。 第三节 所

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掌握） 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

所得税的情况下，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由两个部分组成：

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一、当期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是

指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针对当期发生的交易和事项

，应交纳给税务部门的所得税金额，即应交所得税，应以适

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计算确定。 企业在确定当期所得税时，

对于当期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不同的，



应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按照适用税收法规的要求进行调整

，计算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按照应纳税所得额与适用所得

税税率计算确定当期应交所得税。 二、递延所得税 递延所得

税，是指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

所得税负债的综合结果。即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予确认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在期末应有的金额相对

于原已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即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

税负债的当期发生额，但不包括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

项及企业合并的所得税影响。用公式表示即为： 递延所得税

＝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少

一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减少一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 

如果某项交易或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计入所有者权

益，由该交易或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

债及其变化亦应计入所有者权益，不构成利润表中的递延所

得税费用（或收益）。 三、所得税费用 计算确定了当期所得

税及递延所得税以后，利润表中应予确认的所得税费用为两

者之和，即：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 计入当

期损益的所得税费用或收益不包括企业合并和直接在所有者

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所得税影响。与直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关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 所得税费用应当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

。 所得税涉及到的会计科目及帐务处理 18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确认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 二、本科目应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等项目进行明

细核算。 根据税法规定可用以后年度税前利润弥补的亏损及

税款抵减产生的所得税资产，也在本科目核算。 三、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主要账务处理。 （一）资产负债表日，企业确认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借记本科目，贷记“所得税费用递延所

得税费用”科目。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应有余额

大于其账面余额的，应按其差额确认，借记本科目，贷记“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等科目；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应有余额小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做相反的会计分

录。 企业合并中取得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

同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于购买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借记本科目，贷记“商誉”等科目。 与直接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借记本科目，贷

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二）资产负债表日，

预计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中应减

记的金额，借记“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

方余额，反映企业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901 递延所得税

负债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确认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所

得税负债。 二、本科目可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项目进行明

细核算。 三、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主要账务处理。 （一）资产

负债表日，企业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借记“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费用”科目，贷记本科目。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

得税负债的应有余额大于其账面余额的，应按其差额确认，

借记“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科目，贷记本科目；资

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应有余额小于其账面余额的做

相反的会计分录。 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贷记本科目。 （二）企业合并中取得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

与其计税基础不同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应于购买日确

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调整商誉，借记“商誉”等科目，

贷记本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确认的

递延所得税负债。 6801 所得税费用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确认

的应从当期利润总额中扣除的所得税费用。 二、本科目可按

“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进行明细核算。 

三、所得税费用的主要账务处理。 （一）资产负债表日，企

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当期应交所得税，借记本科目（

当期所得税费用），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科目。 （

二）资产负债表日，根据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应有余额大于“

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余额的差额，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

”科目，贷记本科目（递延所得税费用）、“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等科目；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应有余额小于“递延

所得税资产”科目余额的差额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企业应予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当比照上述原则调整本科目、“

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及有关科目。 四、期末，应将本科目

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无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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