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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变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所得税的处理 广源公司

系2000年12月25日改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每年按净利润的10%

和5%分别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和法定公益金。 为了提供更可靠

、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经董事会批准，广源公司于2003年度

对部分会计政策作了调整。有关会计政策变更及其他相关事

项的资料如下： （1）从2003年1月1日起，所得税的核算由应

付税款法改为债务法。广源公司历年的所得税税率均为33%

。2002年12月31日止（不包括下列各项因素），发生的应纳

税时间性差异的累计金额为4000万元，发生的可抵减时间性

差异的累计金额为1200万元（假定无转回的时间性差异）。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作为时间性差异处理，当期发生的

可抵减时间性差异预计能够在三年内转回。 （2）从2003年1

月1日起，生产设备的预计使用年限由12年改为8年；同时，

将生产设备的折旧方法由平均年限法改为双倍余额递减法。

根据税法规定，生产设备采用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折旧年

限为10年，预计净残值率为零。 上述生产设备已使用3年，并

已计提了3年的折旧，尚可使用5年，其账面原价为6000万元

，累计折旧为1500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预计净残值为

零。本年度上述生产设备生产的产品对外销售40%；A产品年

初、年末的在产品成本均为零（假定上述生产设备只用于生

产A产品）。 广源公司期末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法计价。年末库存A产品未发生减值。 （3）从2003年1月1日



起，广源公司对楼的折旧由平均年限法改为双倍余额递减法

。办公楼的账面原价为8000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预计

净残值为零，预计使用年限为25年；根据税法规定，该办公

楼采用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为20年，预计净残值

率为零。该办公楼从广源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起开始使用。 

来源：www.examda.com（4）从2003年起，广源公司试生产某

种新产品（B产品），对生产B产品所需乙材料的成本采用后

进先出法计价。 乙材料2003年年初账面余额为零。2003年一

、二、三季度各购入乙材料500公斤、300公斤、200公斤，每

公斤成本分别为1200元、1400元、1500元。2003年度为生产B

产品共领用乙材料600公斤，发生人工及制造费用26万元，B

产品于年底全部完工。但因同类产品已先占领市场，且技术

性能更优，广源公司生产的新产品全部未能出售。广源公司

于2003年底预计该新产品的全部销售价格为50万元（不含增

值税），预计销售所发生的税费为4万元。剩余乙材料的可变

现净值为50万元。 （5）2002年12月广源公司以900万元购入

丙上市公司的股票，作为短期投资，期未按成本法计价

。2003年度丙公司分配2002年度的现金股利，广源公司收到

现金股利10万元（税后）。广源公司从20×3年1月1日起，对

期末短期投资由成本法改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2002年

度末和2003年年末丙公司股票市价均为750万元。 （6）

从2003年1月1日起，将无形资产的期末计价由账面摊余价值

改为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广源公司2001年1

月20日购入某项专利权，实际成本为4800万元，预计使用年

限为16年，按16年平均摊销，摊销年限与税法一致。2001年

末、2002年末和2003年末预计可收回金额分别为4200万元



、3500万元和3280万元（假定预计使用年限不变；对无形资

产期末计价政策变更，不调整2001年和2002年已摊销的金额

）。 （7）广源公司2003年度实现利润总额12000万元，其中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息收入为2万元；转回坏账准备100.5万

元，其中0.5万元已从20×2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实际

支出的业务招待费5.5 万元，按税法规定允许抵扣的金额4.5万

元；其他按税法规定不允许抵扣的金额为3.3万元（永久性差

异）。除本题所列事项外，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要求： 

（1） 计算广源公司2003年度应计提的生产设备和办公楼的折

旧额。 （2） 计算广源公司2003年库存B产品和库存乙材料的

年末账面价值。 （3） 计算广源公司2003年度专利权的摊销

额。 （4） 分别计算广源公司各项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

数，分别编制与会计政策变更相关的会计分录。 （5） 分别

计算上述各事项增加或减少2003年度净利润的金额。 （6） 

分别计算2003年度上述时间性差异所产生的所得税影响金额

。 （7） 计算2003年度的所得税费用和应交的所得税，并编

制相关所得税的会计分录。 （8） 计算2003年12月31日递延税

款的账面余额{注明借方或贷方，不考虑事项（2）中2003年

度以前应调整的递延税款金额}。 答案： （1）计算广源公

司2003年度应计提的生产设备和办公楼的折旧额： 广源公

司2003年度应计提的生产设备的折旧额 来源

：www.examda.com=（60001500）×[2÷（83）]=4500

×0.4=1800（万元） 广源公司2003年度应计提的办公楼的折

旧额 =（8000640588.8）×2/25=541.70（万元） （2）计算广

源公司2003年库存B产品和库存乙材料的年末账面价值： 领用

原材料成本=（0.15×200 0.14×300 0.12×100）= 30 42 12 =84



（万元） 新产品成本 = 84 26 = 110（万元） 新产品年未账面

价值 =（504）=46（万元） 乙材料年末账面价值 = 400×0.12

=48（万元） （3）计算20×3年度专利权的摊销额： 2003年应

摊销专利权价值 = 3500÷14 = 250（万元） （4）分别计算广

源公司各项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分别编制与会计

政策变更相关的会计分录： a.办公楼折旧政策变更的累积影

响数（减少留存收益） = [8000×8% （8000640）×8%（320

320）]（1228.8800）×33% = 588.8141.50 = 447.30(万元) 借：利

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47.30 递延税款 141.50 贷：累计折旧

588.80 借：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44.73 法定公益金 22.37 贷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67.10 （注：生产设备的折旧方法由平

均年限法变更为双倍余额递减法，属于政策变更；折旧年限

由12年改为8年，属于估计变更；在不易分清是政策变更还是

估计变更时，采用未来适用法，不追溯调整；而办公楼的折

旧方法由平均年限法改为双倍余额递减法，属于政策变更，

应进行追溯调整） b.短期投资的累积影响数（减少留存收益

）=（900750）×67% = 100.5（万元）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100.5 递延税款 49.5 贷：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150 借：盈余公

积法定盈余公积 10.05 法定公益金 5.03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 15.08 来源：www.examda.com（注：资产计价方法的改变

，如短期投资按成本法计价改为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

存货的计价由历史成本改为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无形

资产的期末计价由账面摊余价值改为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

额孰低计价等，属于政策变更，应进行追溯调整。本题对短

期投资进行了追溯调整；在对存货进行追溯调整时，由于存

货是从2003年1月1日后才有发生额，所以调整数为零） c.专利



权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 （300 400）×67% = 469 注：原摊

销额合计 = （4800÷16）×2 = 600 2001年专利权摊余价值 =

4800300 = 4500 2001年应提减值准备 = 45004200 = 300 2002年已

摊销专利权价值 = 300 2002年应提减值准备 = （4800300300300

）3500 = 400 2003年应摊销专利权价值 = 3500÷14 = 250 2003年

应提减值准备 = （4800300300300 - 400250）3280 =30 借：利润

分配未分配利润 469 递延税款 231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700 

借：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46.90 法定公益金 23.45 贷：利润

分配未分配利润 70.35 （注：无形资产的期末计价由摊余价值

改为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在进行追溯调整时，

一般情况下，如果无形资产发生减值，则随后的无形资产摊

销数额也要随之改变。但本题已假定对无形资产期末计价政

策变更，不调整2001年和2002年已摊销的金额，这是做题时

需要注意的） （5）分别计算上述各事项增加或减少2003年度

净利润的金额： a.设备折旧：减少净利润= （1800500）×40%

（1800600）×40%×33%=361.60（万元） b.办公楼折旧：减

少净利润=（541.70320）(541.70400)×33%=174.94(万元) c.存

货：减少净利润= [110（504）]×67% = 42.88（万元） d.无形

资产：增加净利润 = 2003年应摊销专利权与原摊销额的差

额{[300（3500÷14）] 转回的减值准备[3280

（4800300300300400250）]}×67% = （50 30）×67% = 53.6（

万元） e.坏账准备：增加净利润= 100×67% = 67（万元） f.短

期投资：增加净利润= [150（890750）]×67% = 6.7（万元） 

或：广源公司减少2003年度净利润的金额 = （1800500）

×40%（1800600）×40%×33% （541.70320）(541.70400)

×33% [110(504)]×67%{[300(3500÷14)]



[3280(4800300300300400250)]}×67%100×67%10×67% = 452.12

（万元） （6）分别计算2003年度上述时间性差异所产生的所

得税影响金额： a.设备折旧： 可抵减时间性差异影响所得税

金额（借方） = （1800600）×40%×33% = 158.4(万元) b.存货

： 可抵减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借方） = [110（504

）]×33% = 21.12（万元） c.办公楼折旧： 可抵减时间性差异

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借方） = （541.70400）×33% = 46.76(万

元) d.专利权： 应纳税和可转回可抵减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

响金额（贷方） = （50 30）×33% = 26.4（万元） e.应收账款

： 转回可抵减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贷方） = 

（100.50.5）×33% = 33（万元） f.短期投资： 转回可抵减时

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 = 10×33% = 3.3（万元） 或：

2003年度上述时间性差异所产生的所得税影响金额（递延税

款借贷方发生额合计（借方））=（1800600）×40%×33%

[110（504）×33%] （541.70400）×33%[(50 30)×33%]100

×33%10×33% = 158.4 21.12 46.7626.4333.3 = 163.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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