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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E5_89_8D_E6_c45_74773.htm 《妙法突破会计难点系列》之

所得税会计在现有的资料里，我见过有一篇“所得税处理三

步曲”写的不错，但我觉得还不够简练。在这里我总结了自

己的一点学习心得，感觉很是受用，希望对各位CPA考友有

帮助。 第一步：计算应交所得税本期应交所得税=税前会计

利润 会计折旧或减值-税法差异折旧或减值（这样做可以不用

费脑子考虑到底是 还是-） 第二步：计算递延税款本期发生

额（这一步是所得税会计处理的关键，也是最难的地方，解

决好了递延税款的问题，所得税会计就算会了大半了） 非常

好的公式：递延税款本期发生额=递延税款期末余额-递延税

款期初余额问题在这里：递延税款期末余额和递延税款期初

余额到底怎么求？（思考一下你的方法） 妙法求解：递延税

款期末余额=（期初时间性差异 /-本期会计时间性差异）*现

行税率。 （一定是现行税率。这里计算的关键之处在于 /-号

的处理，大家只要记住一句话“会计折旧或减值大就在借方

（ 号），税法折旧或减值大就在贷方（-号）”） 递延税款

期初余额=期初时间性差异*前期税率（一定注意税率是前期

税率） 第三步：倒挤所得税费用根据分录确定如何倒挤 借：

所得税递延税款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现在我通过下面的

一道例题来说明这一方法： 1.甲股份有限公司为境内上市公

司（以下简称“甲公司”），20×0年度实现利润总额为5000

万元；所得税采用债务法核算，20×0年以前适用的所得税税

率为15%，20×0年起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3%. 20×0甲公司



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及转回等资料如下（单位：万元）

： 项目年初余额本年增加数本年转回数年末余额短期投资跌

价准备120 0 60 60长期投资减值准备1500 100 0 1600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0 300 0 300无形资产减值准备0 150 0 150假定按税法规定

，公司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均不得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

除；甲公司除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作为时间性差异外，无其

他纳税调整事项。 假定甲公司在可抵减时间性差异转回时有

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要求： （1）计算甲公司20×0年度发

生的所得税费用。 （2）计算甲公司20×0年12月31日递延税

款余额（注明借方或贷方）。 （3）编制20×0年度所得税相

关的会计分录（不要求写出明细科目）。 解答如下： （1）

第一步：计算应交所得税应交所得税额=[5000 （100 300 150

）-60]×33％=1811.7（万元） **注释：八项减值都是时间性

差异，税法始终不认，计提的减值都在递延税款的借方，这

是常识。 公式：本期应交所得税=税前会计利润5000 会计折

旧或减值（100 300 150）-60-税法折旧或减值0=1811.7，注意

这里的60实际上是会计减值的转回，而不是税法减值，因为

税法减值是0 第二步：计算递延税款本期发生额（这一步是

所得税会计处理的关键，也是最难的地方） 递延税款期末余

额=[（120 1500 100 300 150-60）-0]*现行税率33%=696.3.这也

就是递延税款的期末余额。注意这里的60实际上是会计减值

的转回，税法上根本不认减值，所以税法减值为0递延税款期

初余额=（120 1500）*前期税率15%=243递延税款本期发生

额=递延税款期末余额-递延税款期初余额=696.6-243=453.3（

借方，因为会计减值大） 第三步：倒挤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

用=1811.7-453.3=1358.4 （2）计算甲公司20×0年12月31日递



延税款借方或贷方余额递延税款年末余额=[（120 1500 100 300

150-60）-0]*现行税率33%=696.3 （3）编制20×O年度所得税

相关的会计分录> 借：所得税1358.4 递延税款453.3 贷：应交

税金应交所得税1811.7 《妙法突破会计难点系列》之长期股

权投资成本法成本法虽然不是投资的重点，但作为投资的一

部分仍然比其他章节重要，他可以出客观题，在成本法转权

益法中也会用到。如果对成本法不理解就不能很好的学好权

益法，也就不能学好投资。 大多数CPA考友都头疼的是教材

上的两个公式，怎么看也不明白，其实这两个公式看不明白

也没关系，根本不用去看。当看完了以下的解题妙法或说解

题技巧后，你也许会豁然开朗！ 大家首先必须明确以下三个

问题： （1）注意一个节点：前股权购买日（投资日）后冲

减投资成本计入投资收益 （2）明确两个概念：应收股利累

计数和应收净利累计数 （3）我国的分红是压年分的，就是

今年分配的是以前年度的。 （4）成本法下，关于现金股利

的处理只涉及三个科目：应收股利、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

资大家都知道投资时和分配投资前的股利时的分录，很简单

，略。 成本法的难点就在于次年分配现金股利时如何处理，

关键也就在这里。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妙法！ 妙法做次年分配

现金股利时的分录：三步走第一步：计算总分录里的“投资

收益”（一定在贷方大家记住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句话：

应收股利累计数和应收净利累计数二者孰低，那么总分录里

的“投资收益”就是谁。（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本妙法的

关键点，妙就妙在这里。大家看出来没有？）由此就有了下

面的两步走： 第二步：确定总分录里的“应收股利”金额。

（一定在借方） 妙法：应收股利=分配的现金股利（4.5）（



一定等于）（以轻松过关一第30页中的三（三）的例题，它

的（2）为例说明） 借：应收股利4.5 贷：投资收益4.5 第三步

：倒挤“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 由于总的投资收益（4万

）是应收股利累计数（1 4.5）和应收净利累计数（4）二者孰

低。所以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吧，“应收股利”确定出来了（

一定在借方），总分录里的“投资收益”确定出来了（一定

在贷方），“长期股权投资”也就确定出来了（倒挤），总

的分录也就很好写了： 借：应收股利4.5 贷：投资收益4 长期

股权投资0.5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没用到教材里的公式，教材

里的公式只会使我们更糊涂。那么接下来大家做一下“教材

第77页例题10、轻松过关一第30页中的三（三）的例题”体

会一下，是不是很简单，根本不用费很大脑筋。 妙法突破会

计难点系列》之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注一：应该说权

益法没难点，但为什么说权益法难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权

益法难就难在内容繁杂。但反过来又说了，不就4个明细科目

嘛，有什么难的，比成本法不就多了一个嘛。所以我认为突

破权益法最关键的一点：思路清晰。如何做到思路清晰呢？

这就是妙中所在了！妙法：头脑中有条线。“线”是什么？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妙法学权益法了。） （注二：在学习

权益法之前必须强调的是：成本法和权益法的学习，至关重

要。这是基础的基础，是学习以后难点的基础。 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以下这个链条的重要意义：（影响关系） ★成本法、

权益法的基础学习→成本法转权益法的学习→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会计差错更正的学习→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的学习→合并会计报表的学习所得税会计（一只大老虎） 

※教材中“会计政策变更”的例题就是从“成本法转权益法



”的例题转化而来。 ※“所得税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了。 通过上面这条链条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会计“难”

，“难”在哪里。 ■必须明确的知道：如果我们一步做不好

，那么就步步做不好） 下面我们步入正题，“妙法学权益法

”。 大家记住两条线： ★投资成本股权投资差额损益调整股

权投资准备 ★投资时分红时资本公积增减变动时实现净损益

时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 ★☆☆☆这两条线就是权益法的*精髓

灵魂*所在！！！ 有这两条线延伸出权益法学习的两个角度：

横向和纵向第一个角度横向：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四个

科目各涉及哪些业务，或说在遇到某个业务时会用到哪个科

目。这是奠定纵向学习的基础。 1、投资成本：投资时、分

红时、股权投资差额形成时或资本公积形成时 ①投资时： 借

：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投资成本） 贷：银行存款 ②分红时

注意： 1、分的是投资前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的分配额。 2

、一定要注意“投资时点”，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千万

不要搞错） 借：应收股利 贷：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投资成

本） ③股权投资差额形成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股

权投资差额） 贷：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投资成本） ④形成

资本公积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投资成本） 贷：资

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 2、股权投资差额：形成时、摊销时 ①

形成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股权投资差额） 贷：长

期股权投资x公司（投资成本） ②摊销时： 借：投资收益 贷

：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股权投资差额） 3、损益调整：分红

时、被投资单位实现净利润时、被投资单位亏损时 ①分红时

：（注意是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的分配额） 借：应

收股利 贷：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损益调整） ②被投资单位



实现净利润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损益调整） 贷：

投资收益 ③被投资单位亏损时：（注意：在这里就出现问题

了，“投资企业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应以投资账

面价值减计至零为限”教材P81页。那么必须首先计算出“长

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然后与“净亏损”孰低，关键就在

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求解，这里很容易出错，

但是大家只要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

价值=被投资方所有者权益×持股比例 股权投资差额借差余

额”，这是最关键的，03年的考题如果这样做不容易出错，

如果按照轻松过关上的答案很容易漏项！这里一定要仔细） 

借：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净亏损”孰

低 贷：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损益调整） 4、股权投资准备：

净损益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主要是资本公积的增

减变动。如：接受捐赠，增资扩股，外币资本折算差额，专

项拨款，关联交易差价。重点是接受捐赠的处理。 借（贷）

：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股权投资准备） 贷（借）：资本公

积股权投资准备容易出错的地方： 一、分红时注意： ①投资

这个时点 ②分清是投资前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的分配额还

是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的分配额。 二、投资时注意

：必须会求被投资单位在投资这个时点上的“所有者权益总

额” 三、被投资单位亏损时注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

值”与“净亏损”孰低四、计算期末“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

价值”时注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被投资方所有者权

益×持股比例 股权投资差额借差余额一定要思路清晰。 第一

个角度的学习是为第二个角度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接

下来将要介绍的妙法学权益法中将会让我们更牢固的掌握权



益法 《妙法突破会计难点系列》之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接“解题妙法系列之投资篇 （二）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Ⅰ“ 从纵向的角度学习权益法。 第二个角度纵向：就是按业

务发生顺序具体运用以上从横向所学习的四个科目。 首先，

我们必须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思路，或说在头脑中必须有一条

主线。只有思路清晰才不会思维混乱。 妙法：狠抓 ★一条线

：投资时分红时资本公积增减变动时实现净损益时股权投资

差额的摊销 ★这条线就是权益法的关键所在，灵魂所在！！

！！！掌握了它也就掌握了权益法的大部分（不是全部，因

为还有一些注意的问题需要解决）。 ▲这里提醒大家必须注

意的是：在做投资题时一定要按照这五步一条线来做，无论

业务有还是没有，都要从头到尾时刻想着这5步，没有就不写

，但是想的过程必须要有的。（大家记住这条线后，后面的

内容可以不看。） ▲还有一个关键：在这条线上的每个点上

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投资时：注意 ①投

资点 ②投资点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总额是多少 ③股权投资

差额或资本公积的形成。分两步。 分红时：注意 ①投资这个

时点 ②分清是投资前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的分配额还是投

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的分配额资本公积增减变动时：

注意影响金额是多少实现净利润时： 注意： ①投资点 ②一定

记住确认的投资收益是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 发生亏损

时：注意 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净亏损”孰低 

②关键还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求解，只有在前面思

路清晰的情况下才能做对，它是权益法中的一个难点。（这

里的典型题是：轻松过关一P41三、3） 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

：注意 ①一定不要忘记次年及以后年度的摊销 ②在亏损时如



果投资的账面价值已经减计至零应停止摊销。 下面我们以03

年的考题计算题第一题来学习具体运用这个方法：（其实这

道题并不典型，其中没有涉及到或很少涉及在每一个点我们

所需要注意的问题，但通过做这道题却可以训练我们学习这

条线的具体运用，如何形成清晰的思路。特别是对“投资”

的权益法仍然不知所云的CPA考友。） 1、2000年度的账务处

理 （1）2000年1月1日投资时：（注意：投资点被投资单位所

有者权益总额是多少8100万元） ①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投资成本）5200 贷：银行存款5200 ②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

司（股权投资差额）664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投资成本

）664 （2）分红时2003年3月20日宣告发放1999年度现金股利

（注意：分清是投资前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的分配额还是

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的分配额） 这里是投资前 借：

应收股利28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投资成本）280 2000年

实际发放： 借：银行存款280 贷：应收股利280 （3）资本公

积增减变动 （4）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 借：投资收益66.4 贷

：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股权投资差额）66.4 （5）实现净利

润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损益调整）336 贷：投资收

益336 2、2001年度的账务处理 （1）投资时 （2）分红时 （3

）资本公积增减变动 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股权投资准

备）123.2 贷：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123.2 （4）股权投资差

额的摊销（注意千万不要忘记） 借：投资收益66.4 贷：长期

股权投资x公司（股权投资差额）66.4 （5）实现净利润时 借

：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损益调整）504 贷：投资收益504 2002

年度的账务处理 （1）投资时 ①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确定

投资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2200-300-100） 220



240*17%=2040.8 借：长期股权投资E公司（投资成本）2040.8 

贷：银行存款2040.8 ②看是形成股权投资差额还是形成资本

公积。关键是确定被投资单位在投资这个点上的所有者权益

总额 借：长期股权投资E公司（投资成本）159.2 贷：资本公

积股权投资准备159.2 （2）分红时 （3）资本公积增减变动 

（4）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注意千万不要忘记） （5）实现

净利润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x公司（损益调整）320 贷：投资

收益320 《妙法突破会计难点系列》之成本法转权益法众所周

知，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应该是投资中最难懂的了，但在

经过前面的“解题妙法系列之投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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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