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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泰达航母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核算管理办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本制度经公司 2018 年 11 月 12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及 2018 年 11 月 12 日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  

制度的主要内容，分章节列示： 

 

第一编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适用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司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保

证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会计假设 

第二条 会计主体：本公司会计核算主体为天津滨海泰

达航母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的子公司。 

第三条 持续经营：本公司会计核算以公司持续经营为



前提，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下去，不拟也不必终

止经营或破产清算，可以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

偿债务。 

第四条 会计分期：办公司会计期间分为中期和年度。

中期，指短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报告期间，分季度、月度、

半年度。年度、半年度和月度均按公历起讫日期确定。本公

司会计年度为公历的 1 月 1日至 12 月 31日。 

第五条 货币计量：本公司会计核算以货币为主要计量

单位，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第二章 会计基础 

第六条 本公司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基础。凡是在本期

内已经收到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一切费用，不论其款项

是否收到或付出，都作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凡不属于

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在本期收到或付出，也不作为

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 

第三章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第七条 可靠性。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

项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

要求的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内容完整。 

第八条 相关性。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报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A%E8%AE%A1%E5%B9%B4%E5%BA%A6


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

过去现在或未来情况做出评价或预测。 

第九条 可理解性。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

便于财务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第十条 可比性。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相互可比：

统一企业不同时期可比；不同企业相同会计期间可比。 

第十一条 实质重于形式。公司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

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而不应当仅仅以交易

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 

第十二条 重要性。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

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

事项。 

第十三条 谨慎性。公司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不

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第十四条 及时性。公司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应当及时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得提前或延后。 

第四章 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 

第十五条 资产。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

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的资源，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 

1、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十六条 负债。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

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在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时确认: 

1、与该义务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 

2、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十七条 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

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又称为股东权益。所有者

权益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利得和损失、留存收益等。 

第十八条 收入。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

益的总流入。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从而导致企业资产

增加或者负债减少、且经济利益的流入额能够可靠计量时才

能予以确认。 

第十九条 费用。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

利益的总流出。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从而导致企业资

产减少或者负债增加、且经济利益的流出额能够可靠计量时

才能予以确认。 

第二十条 利润。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

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



的利得和损失等，其金额取决于收入和费用、直接计入当期

利润的利得和损失金额的计量。 

第五章 会计核算基础工作 

第二十一条 公司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

财务报表等会计核算相关基础工作，按照《会计基础工作管

理办法》规定执行。 

第六章 会计计量属性 

第二十一条 本公司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采用

历史成本，根据会计要素的数量特征或外在表现形式不同，

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前提下，必

要时也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

各计量属性具体应用如下： 

1、历史成本。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入时支

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入资产时所付

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

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

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

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2、重置成本。在重置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现在购买

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计量。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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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3、可变现净值。在可变现净值计量下、资产按照其正

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扣减该资

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计量。 

4、现值。在现值计量下，资产按照预计从其持续使用

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未来净现金流入量的折现金额计量。

负债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净现金流出量的折现

金额计量。 

5、公允价值。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市

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所能收到或

者转移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计量。 

第七章 财务会计报告 

第二十二条 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

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

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 

本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和其他应

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会计报表包

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第二编《企业会计准则》具体准则的适用 

 

第一章 存货 

第二十三条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

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

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本公司存货主要包

括：经营商品、照相商品、护照门票、餐饮食材等原材料及

五金小件、塑料袋等耗用材料。 

第二十四条 本公司存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本公

司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和其他成本。存货的采购成本，包

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

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存货的其他成本，是指运输

途中的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包括挑选整理中

发生的工、费支出和挑选整理过程中所发生的数量损耗，并

扣除回收的下脚废料价值）等除采购成本、加工成本以外的，

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五条 存货发出时按月末一次加权平均计价，算

法如下： 

存货单位成本=（月初库存成本+本期进货成本）÷（月

初库存数量+本期进货数量） 

本月发出存货成本=发出存货数量×单位存货成本 



月末库存结存成本=月末库存数量×单位存货成本 

第二十六条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第二十七条 与存货相关的账务处理： 

1、取得存货时： 

借：原材料 

 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贷：银行存款 

 现金 

 应付账款 

     2、领用存货（或估价入库）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原材料 

     3、发生存货减值时（减值转回做相反分录）：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存货跌价准备 

     4、发生毁损、盘亏时，视具体情况： 

         借：管理费用  



             营业外支出 

             其他应收款 

            贷：库存商品 

                原材料 

     5、冲回或补记估价差额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 （差额） 

            其他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原材料 

 

实务举例： 

例 1：本公司主要 2015年 5 月存货情况如下：  

5 月份存货收发明细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当月购入 当月销售 期末余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相框 5,000.00  10,000.00  20,000.00  50,000.00  24,000.00  57,600.00  1,000.00  2,400.00  

门票 4,000.00  10,000.00  51,000.00  111,000.00  50,000.00  110,000.00  5,000.00  11,000.00  

钥匙

扣 
5,000.00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23,000.00  36,800.00  2,000.00  3,200.00  

1、计算当月各商品加权平均成本： 

相框加权平均成本=（10000+50000）÷（5000+20000）=2.4

元/件 

门票加权平均成本=（10000+111000）÷（4000+51000）=2.2

元/件 



钥匙扣加权平均成本=（10000+30000）÷（4000+51000）=1.6

元/件 

2、计算各商品当月销售成本： 

当月相框销售成本=24000×2.4=57600元 

当月门票销售成本=50000×2.2=111000 元 

当月钥匙扣销售成本=23000×1.6=36800 元 

3、计算各商品期末库存金额： 

相框期末库存额=1000×2.4=2400元 

门票期末库存额=5000×2.2=11000 元 

钥匙扣期末库存额=2000×1.6=3200 元 

4、编制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相框 50000 

                库存商品-门票 111000 

                        -钥匙扣 3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13600 

                贷：银行存款 2046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10000 

其他业务成本-商品成本 36800 

                             -照相商品成本 57600   

                 贷：库存商品-门票 110000 

                                -钥匙扣 36800 

                        原材料-相框 57600 



 

第二章 长期股权投资 

第二十八条 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

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

益性投资。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具体为对所属子公司股权投

资。 

第二十九条 本公司采用成本法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后

续计量。 

第三十条 与长期股权投资相关账务处理： 

1、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管理费用（相关费用支出） 

    贷：银行存款 

        2、确认对子公司投资收益时： 

           借：应收股利 

               贷：投资收益 

        3、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收益 

 

http://baike.baidu.com/view/251032.htm


第三章 固定资产 

第三十一条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

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

资产。 

第三十二条 本公司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第三十三条 外购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

关税费、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归属

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等。 

第三十四条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 

第三十五条 本公司对除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

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以外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第三十六条 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账务处理： 

1、初始确认的会计分录： 

     （1）自建、外购取得： 

 借：固定资产 （合同金额） 

              贷：在建工程 

银行存款 

（2）融资租赁取得： 

借：固定资产 （最低租赁付款额+初始直接费用）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差额） 

长期应付款（合同金额） 



2、计提折旧的会计分录： 

   借：主营业务成本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贷：累计折旧 

3、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分录：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4、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后续经营期内不予

转回。 

5、大修理的会计分录： 

（1）转入大修理时的会计分录： 

     借：在建工程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贷：固定资产 

（2）发生大修理费用的会计分录： 

      借：在建工程 

          贷：工程物资 

              财务费用 

银行存款 

（3）转回固定资产的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 

           贷：在建工程 

6、报废的会计处理： 

   （1）账面价值转入清理的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清理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贷：固定资产 

（2）发生清理费用、税金的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应交税费 

银行存款 

（3）收到变卖价款低于清理价值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资产处置收益 

          贷：固定资产清理 

（4）收到变卖价款低于清理价值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资产处置收益 

               固定资产清理 

 

第三十七条 固定资产实务举例： 



例 2： 2015 年我公司投资建设航母编队项目，至 2017

年 4 月航母编队实体建造（包括安装）实质上已经完成，并

投入使用，投资项目决算及交付资产清单如下： 

 

航母编队 项目暂估转固成本总表 

编制部门：财务部 2017 年 4月 30日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   建筑成本  

 设备购置及

安装费  
 其他费用   合计  

一 建筑工程 112,702,530.00 1,433,561.14 28,866,553.95 143,002,645.09 

1 房屋建筑工程 - - - - 

2 构筑物建筑工程 40,751,770.00 - - 40,751,770.00 

  1、1号码头 5,361,877.00   5,361,877.00 

  2、2号码头 11,614,461.00   11,614,461.00 

  3、3号码头 8,961,868.00   8,961,868.00 

  4、4号码头 11,321,016.00   11,321,016.00 

  5、游船码头 1,682,340.00   1,682,340.00 

  6、游艇码头 1,619,688.00   1,619,688.00 

  7、3号、4号码头间桩基 190,520.00   190,520.00 

3 辅助工程 71,950,760.00 1,433,561.14 28,866,553.95 102,250,875.09 

  1、口门开挖及恢复 7,802,537.00   7,802,537.00 

  2、周边配套零星工程 2,195,316.00   2,195,316.00 

  3、航道开挖 61,952,907.00   61,952,907.00 

  4、舰艇拖带、修理   28,866,553.95 28,866,553.95 

  5、VR系统  1,265,306.14  1,265,306.14 

  6、133舰安防系统  168,255.00  168,255.00 

二 设备及安装工程 - - - - 

三 其他费用 - - 9,468,474.37 9,468,474.37 

  间接费用   9,468,474.37 9,468,474.37 

四 
暂估转固工程投资额统

计  
112,702,530.00 1,433,561.14 38,335,028.32 152,471,119.46 

 

 



航母编队 项目暂估转固交付使用资产表 

编制部门：财务部 2017年 4月 30日    单位：元 

 
资产名称 建筑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分摊费用/其他

支出 
移交资产合计 

行     

      

次 
1 2 3 4 5=2+3+4 

一 固定资产 40,751,770.00 1,265,306.14 9,038,003.24 51,055,079.38 

1 房屋建筑物    - 

2 构筑物 40,751,770.00  9,038,003.24 49,789,773.24 

3 
设备( VR 系

统 ） 
 1,265,306.14  1,265,306.14 

4 
不需要安装

的机械设备 
   - 

二 流动资产    - 

三 无形资产    - 

四 
其他长期资

产 
    

五 
长期待摊费

用 
71,950,760.00 - 29,465,280.08 101,416,040.08 

1、 

航母编队舰

艇拖带及改

造 

  29,465,280.08 29,465,280.08 

2、 
航母编队口

门 
7,802,537.00   7,802,537.00 

3、 

航母编队航

道开挖及周

边零星工程 

64,148,223.00  - 64,148,223.00 

六 
待抵扣增值

税 
 -  - 

   合  计  112,702,530.00 1,265,306.14 38,503,283.32 152,471,119.46 

 

 

 

 

 



“航母编队”项目暂估转固构筑物明细表 

编制部门：财务部   2017年 4月 30日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计

量             

单

位 

数

量 
建筑工程费 分摊间接费用 移交资产价值 

行  

次 

   1 3 4 6 7 8=7+6 

  构筑物     40,751,770.00 9,038,003.24 49,789,773.24 

1 1号码头 座 1 5,361,877.00 1,189,167.04 6,551,044.04 

2 2号码头 座 1 11,614,461.00 2,575,876.73 14,190,337.73 

3 3号码头 座 1 8,961,868.00 1,987,579.73 10,949,447.73 

4 4号码头 座 1 11,321,016.00 2,510,795.96 13,831,811.96 

5 游船码头 座 1 1,682,340.00 373,112.49 2,055,452.49 

6 游艇码头 座 1 1,619,688.00 359,217.41 1,978,905.41 

7 
3 号、4 号码头间

桩基 
根 8 190,520.00 42,253.88 232,773.88 

合 计     40,751,770.00 9,038,003.24 49,789,773.24 

 

借：固定资产-1号码头 6551044.04 

            -2号码头 14190337.73 

            -3号码头 10949447.73 

            -4号码头 13831811.96 

            游船码头 2055452.49 

            游船码头 1978905.41 

桩基 232773.88 

            VR系统 1265306.14 

            贷：在建工程 51055079.38 



  借：长期待摊费用-舰船拖带及改造 29465280.08 

                  -航母编队口门 7802537 

    -航道开挖及周边工程 64148223 

           贷：应付账款 101416040.08 

借：主营业务成本 290249.48 

          贷：累计折旧 129136.9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61112.58 

 

第四章 无形资产 

第三十八条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

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本公司无形资产均为外购

取得，分别为：风情街土地使用权、码头广场土地使用权、

世博馆播放软件及办公软件。 

第三十九条 本公司无形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第四十条 本公司无形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

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

其他支出。 

第四十一条 本公司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计提摊

销。 

第四十二条 与无形资产相关的账务处理： 

1、取得无形资产时： 

   借：无形资产 



       贷：银行存款 

2、计提摊销的会计分录： 

   借：主营业务成本 

管理费用 

       贷：累计摊销 

3、发生减值的会计处理：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4、处置时： 

                借：银行存款 

                    累计摊销 

                    贷：无形资产 

                        资产处置收益 

 

第五章 长期待摊费用 

第四十三条 长期待摊费用指已经支出，但摊销期限在 1

年以上（不含 1年）的各项费用。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分别

为：办公楼装修费用、宿舍楼装修费用、潜艇改造费用、驱

逐舰改造费用及对其他不拥有产权的资产进行改良而发生

的支出。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对长期待摊费用按对应项目进行明

细核算，在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限分期摊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E%E7%BB%86%E6%A0%B8%E7%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E%E7%BB%86%E6%A0%B8%E7%AE%97


第四十五条 与长期待摊费用相关的账务处理： 

1、支出时： 

借：长期待摊费用-XX项目 

    贷：银行存款 

     2、摊销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贷：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第六章 流动负债 

第四十六条 流动负债，是指将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

内到期清偿或者预计在一个超过一年的营业周期中清偿的

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

付职工薪酬、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

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等。 

第四十七条 流动负债伴随融资、营业活动及利润分配

而产生。各项流动负债应按实际发生额入账。 

第四十八条 与流动负债相关的账务处理： 

1、取得短期借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短期借款 



2、确认短期借款利息时： 

   借：在建工程 

       财务费用 

       贷：应付利息 

3、支付短期借款利息时： 

   借：应付利息 

       贷：银行存款 

4、发生经营欠款时： 

   借：固定资产 

       库存商品 

       主营业务成本 

…………。 

       贷：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5、偿还债务时： 

   借：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贷：银行存款 

6、计提应付职工薪酬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福利费 

-社会保险 

………… 

7、支付应付职工薪酬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银行存款 

8、股利分配方案时：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贷：应付股利 

9、支付股利时： 

    借：应付股利 

        贷：银行存款 

10、发生除前款业务以外的应付和暂收款时： 

    借：银行存款 

        应付职工薪酬 

              ………… 

         贷：其他应付款 

 

第七章 非流动负债 

第四十九条 非流动负债，指是指偿还期在一年或者超

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长期债务，包括长期借款、长



期应付款、应付债券及递延收益等。 

第五十条 非流动负债以实际发生额入账。 

第五十一条 与非流动负债相关的账务处理： 

1、取得时： 

借：银行存款 

               固定资产 

              …………… 

    贷：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面值 

长期应付款 

递延收益 

2、计提长期借款利息时： 

借:财务费用 

    在建工程 

    贷：应付利息 

         3、按实际利率法计提债券利息时： 

            借：在建工程 

                财务费用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借或贷） 

                贷：应付利息 

         4、摊销长期应付款形成的未确认融资费用时： 

            借：财务费用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5、归还长期借款及长期应付款时： 

            借：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6、归还债券本金时： 

  借：应付债券-面值 

           贷：银行存款 

7、摊销递延收益时： 

       借：递延收益 

           贷：营业外收入 

               其他收益 

 

第八章 职工薪酬 

第五十一条 职工薪酬，指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

除来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包括短期薪

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第五十二条 短期薪酬。在职工为本公司服务的会计期

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计入当期损益。 

第五十三条 离职后福利。离职后福利分为设定提存计

划和设定收益计划，本公司离职后福利采用设定提存计划。

在职工为本公司服务的会计期间，将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



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债，计入当期损益。 

第五十四条 辞退福利。本公司在下列两者孰早日确认

辞退福利产生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1、本公司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

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 

2、本公司确认与涉及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

时。 

第五十五条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参照设定提存计划处

理。 

 

第九章 借款费用 

第五十六条 借款费用是指因借入资金而付出的代价，

包括：因款而发生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和佣金、手续

费等辅助费用，如有外币借款，则借款费用还包括因外币借

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除为购建固定资产的专门借款所发生

的借款费用外，其他借款费用均应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

直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 

第五十七条 本公司借款分为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 

第五十八条 专门借款。专门借款是指为购建符合资本

化条件的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 

第五十九条 一般借款。一般借款指除专门借款之外的

借款。 



第六十条 开始资本化的时点。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须

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2、 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3、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生产

活动已经开始。 

第六十一条 停止资本化的时点。购建或生产符合资本

化条件的资产，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借款费用应当停

止资本化。 

第六十二条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判断，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或

者生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实质上已经完成。 

2、所购建或者生产队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与设计要

求、合同规定或者生产要求相符或基本相符，即使有极个别

与设计、合同或生产要求不相符的地方，也不影响其正常使

用。 

3、继续发生在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生。 

第六十三条 暂停资本化的时间。购建或生产过程发生

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的，暂停资本化。

正常中断，仍作资本化处理。 



第六十四条 资本化金额的确定，按下列规则： 

1、专门借款。按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尚未动用的

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或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 

2、一般借款。占用一般借款，按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

门借款的部分，加权平均乘以所占一般借款资本化率确定。 

一般借款资本化率=所占用一般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

息之和/所占用一般借款本金加权平均数 

例 3：公司目前有两笔一般借款，其中：一笔为 2017 年

7 月 1 日借款 2000 万元，借款期限 3 年，年利率为 6%，利

息按年支付；另一笔为 2017 年 1 月 1 日发行债券 10000 万

元，借款期限 5 年，年利率为 8%，利息按年支付；2017 年

为修建项目 1 月 1 日使用一般借款 1500万元、7月 1 日使用

一般借款 2500万元。 

2017 年一般借款资本化率=（2000×6%×6/12＋10000

×8%）/（2000×6/12＋10000）=7.82% 

2017 年一般借款利息=2000×6%×6/12＋10000×

8%=8600000元 

资本化金额=15000000× 7.82%× 12/12+25000000×

7.82%×6/12=2150500 元 

2017年账务处理如下： 

   借：在建工程 2150500 



       财务费用 6449500 

       贷：应付利息 8600000 

3、每个会计期间利息资本化金额，不应超过当期相关

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第十章 收入  

第六十五条 定义，见《基本准则的适用》。 

第六十六条 收入的分类及确认。本公司的营业收入主

要包括航母主题公园的门票收入以及其他景区经营收入。其

他景区经营收入主要包括商品销售收入、导游服务、4D影院、

游艺设施服务、机动车存车服务、房屋租赁等收入，确认原

则如下： 

1、门票收入：依据销售日结算清单和票务管理系统等

记录，在售出门票当天即确认为收入实现；公司提供的其他

服务已经完成，确认服务收入的实现。 

2、商品销售收入：本公司在将商品交付给购买方，收

到销售款或取得收取该款项的权利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

实现。 

3、导游服务、4D 影院、游艺设施服务、机动车存车服

务等收入：公司在各项服务已经提供，相关服务款项已经收

到时，确认服务收入的实现。 

4、房屋租赁收入：按照直线法在租赁期内平均确认收



入。 

第六十七条 与收入相关的账务处理： 

1、散客门票收入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公用事业-门票收入 

-旅行社门票收入 

-外联部门票收入 

2、电子票收入确认的会计分录： 

（1）收到电商交来的预付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预收账款 

（2）月底结算确认电子票收入： 

借：预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公用事业-门票收入 

3、景区商品销售收入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商品收入 

4、提供导游、照相、4D 影院及停车场收入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导游收入 

-照相收入 

-4D 收入 



-停车场收入 

5、场地租金收入的账务处理： 

租金收入分一次性租金收入和跨年租金收入，对于一次

性租金收入，合同履行完成后，凭《租赁协议》及发票一次

计入当期收入；对于跨年租金收入，按合同费用总额在租赁

期内按月平均摊销，其附件为《月租金摊销明细表》、收付

单据、销售发票，跨期租金算法如下： 

例 4：某商铺租期 5 年，前 2 年免租，后三年每年租金

5 万元，合同总额 15 万元，则每年确认收入=15÷5=3 万元。 

会计分录如下： 

（1）一次性租金收入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租金收入 

（2）跨期租金收入 

收到预付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预收账款 

租期内确认租金收入： 

借： 预收账款 

应收账款 

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租金收入 



6、其他收入的会计分录： 

      （1）临时工本费等收入的会计分录： 

借：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其他收入 

（2）广告收入会计分录： 

收到预付账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预收账款 

按自然月分摊广告收入的会计分录： 

借： 预收账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广告收入 

7、月底按简易征收进行价税分离的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 

贷：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8、由于顾客使用 POSS 机刷卡付款，由此产生的手续费

在刷卡交易时直接扣除，由此产生票价与实际到账金额有所

差异，差异部分确认为财务费用，会计分录如下： 

 借：财务费用 

     贷：银行存款 

 



第十一章 营业成本及期间费用 

第六十八条 定义，见《基本准则的适用》。 

第六十九条 本公司费用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

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具体核算内容如下： 

1、主营业务成本。核算公司一线相关部门的人工成本、

景区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演

出相关费用、物业费、水电费、海域使用金、航母及舰艇维

护费用、景区内基础设施维修维护费用、门票销售成本、防

雷检测、排污费等其他归属于一线经营产生的费用。相关会

计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工资 

                -社会保险 

                -公积金 

-累计折旧 

                -累计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演出费 

                -物业费 

                -水电费 

                -修理费 

                -门票 

                ……… 



贷：应付职工薪酬 

               累计折旧 

               累计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 

               库存商品-门票 

               应付账款 

银行存款 

               ……… 

2、其他业务成本。核算公司一线相关部门人工成本、

商品销售成本、照相业务成本、照相商品成本、导游业务成

本、4D 影院业务及管理成本。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其业务成-本商品成本-工资 

-社会保险 

-公积金 

-商品成本 

                        …………  

 -照相成本-工资 

-社会保险 

-公积金 

                       -照相商品成本 

                       ……… 

-导游成本-工资 



-社会保险 

-公积金 

          ……… 

  -4D影院成本-工资 

-社会保险 

-公积金 

          ……… 

           贷：库存商品 

               应付职工薪酬 

               银行存款 

      借：管理费用-工资 

                  -社会保险 

                  -公积金 

            贷：应付职工薪酬 

3、销售费用。核算公司销售部门人工成本、广告宣传

费、在销售过程中发生差旅费等的各项支出。相关会计分录

如下： 

借：销售费用-广告费 

            -工资 

            ……… 

  贷：应付职工薪酬 

      银行存款 



4、管理费用。核算公司管理人员工资及管理部门为组

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管理人员工

作、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党组织工作经费、办公费、

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中介机构费用、财产保险费、董事会

会费、车辆费用、水电费、残疾人保证金、会议费、协会会

费、固定资产日常维护费、辞退福利及其他费用。相关会计

分录如下： 

借：管理费用-工资 

            -社会保险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党组织工作经费 

            -办公费 

            -差旅费 

            -业务招待费 

            -中介机构费用 

            -财产保险费 

            -董事会会费 

-车辆费用 

-水电费 

-残疾人保证金 

-会议费 



-协会会费 

-修理费 

-辞退福利 

……… 

               贷：应付职工薪酬 

                   银行存款 

5、财务费用。核算公司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发

生的费用，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应当作为期间费用列支的

利息支出、汇兑损益、手续费、担保费、现金折扣等。相关

会计分录如下： 

借：财务费用（借或贷） 

  贷：银行存款 （借或贷） 

 

第十二章 政府补助 

第七十条 政府补助，指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资金或

非货币性资产。 

第七十一条 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第七十二条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指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第七十三条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第七十四条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资产的

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在相关资

产使用寿命内分期计入损益。 

第七十五条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情况按照以下

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1、 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

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2、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第七十六条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

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

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第七十五条 本公司收到直接拨付的财政将贴息资金，将

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第七十六条 与政府补助相关账务处理（不考虑所得税

费用）： 

1、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借：银行存款 

       贷：递延收益 

        2、收到与收益相关、补偿以后年度费用的政府补

助： 



         借：银行存款 

             贷：递延收益 

        3、收到与收益相关、补偿以前年度费用的政府补

助： 

         借：银行存款 

贷：营业外收入（日常活动无关） 

               其他收益 （日常活动相关） 

4、摊销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贷：营业外收入 

其他收益 

      5、收到财政直接拨付的贴息： 

                借：银行存款 

                    贷：财务费用 

                        在建工程 

 

第十三章 所得税费用 

第七十七条 本公司对于某些资产、负债项目账面价值

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以及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但按照

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项目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

之间的差额产生的暂时性差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第七十八条 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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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 

第七十九条 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可抵扣亏损及税款

抵减，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

所得额为限，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第八十条 与商誉的初始确认相关，以及与既不是企业

合并、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的

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有关的暂时性差异，不

确认有关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第八十一条 与所得税相关账务处理： 

1、 确认当期所得税时： 

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所得税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所得税费用 

3、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责时： 

借：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4、 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转回时，做相反分录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 



第八十二条 所得税会计实务举例: 

例 5：甲公司 2017 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00万元，已

提坏账准备 10万元。则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90万元，计税

基础为 100 万元，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 10 万元。对于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能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应以很可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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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所得税

税率=10×25%=2.5（万元）。 

在不考虑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情况下，甲公司的账务

处理是：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 

           贷：所得税费用 2.5 

例 6：甲公司以增发 600万股、市价 6000万元的自身普

通股为对价购入乙公司（原股东丙公司）100%的净资产，对

乙公司进行吸收合并，该项合并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假设该项合并符合税法规定的免税合并条件，购买日各项可

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及其计税基础如下表： 

 

项目 

 

公允价值 

 

计税基础 

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 

固定资产 3000 1500  1500 

应收账款 2100 2100 0 0 



存货 1750 1250  500 

应付账款 1200 1200 0 0 

预计负债 300 0 300  

不包括递延所得税

的可辨认资产、负债

价值 

5350 3650 300 2000 

 

在上述合并为吸收合并时，甲公司应将乙公司的资产、

负债按照公允价值并账，同时计算暂时性差异的影响额，确

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确认商誉。甲

公司在购买日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 3000（公允价值） 

   应收账款 2100 

   存货   1750 

   递延所得税资产（300×25%）75 

   商誉 1075（6000-5350-75+500） 

   贷：应付账款 1200 

      预计负债 300 

      递延所得税负债（2000×25％）500 

      股本——丙公司（600×1）6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6000－600）5400 

 



第十四章 所有者权益 

第八十三条 所有者权益构成包括股本、资本公积、盈

余公积、其他综合收益、未分配利润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第八十四条 股本确认、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的产

生及用途、利润分配程序等相关事宜，按公司章程执行。 

第八十五条 与所有者权益相关的账务处理： 

1、股东投入、增资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股本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发生其他综合收益的会计分录：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贷：其他综合收益 

3、结转本年利润的会计分录： 

     借：本年利润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提取盈余公积的会计分录： 

借：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 

    贷：盈余公积 

5、宣告分配现金股利的会计分录： 

借：利润分配-应付普通股股利 

    贷：应付股利 



6、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会计分录： 

借：资本公积 

贷：股本 

7、实际发放股票股利的会计分录 

         借：利润分配-转做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贷：股本 

8、结转利润分配科目的会计分录：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贷：利润分配-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做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第十五章 或有事项 

第八十六条  或有事项，指过去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其结果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

事项，主要包括：未决诉讼或仲裁、债务担保、产品质量保

证、亏损合同、重组义务、承诺、环境污染整治等。 

第八十七条 对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引起不符合负债和

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因此不做确认，仅在会计报表附注

中予以披露。 

第八十八条 或有事项形成的或有资产，只有在基本确定

能够收到时予以确认。 

第八十九条 或有事项有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一下三个条



件时确认为预计负债： 

1、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2、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3、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八十九条 与确认预计负债有关的账务处理： 

     借：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营业外支出 

          贷：预计负债 

 

第十六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第九十条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指交易双方主要以存

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非货币性资产进

行的交换。该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

价）。 

第九十一条 非货币性资产，是指除现金、银行存款、应

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以及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货币

资金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以外的资产。 

第九十二条 认定涉及少量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为非货币

性资产，以补价占整个资产交换金额的比例低于 25%为参考，

低于 25%的视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第九十三条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D%9E%E8%B4%A7%E5%B8%81%E6%80%A7%E8%B5%84%E4%BA%A7%E4%BA%A4%E6%8D%A2/368244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8%E8%B4%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8%E8%B4%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BA%E5%AE%9A%E8%B5%84%E4%BA%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9C%9F%E8%82%A1%E6%9D%83%E6%8A%95%E8%B5%84/454107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D%9E%E8%B4%A7%E5%B8%81%E6%80%A7%E8%B5%84%E4%BA%A7/147498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A7%E5%B8%81%E6%80%A7%E8%B5%84%E4%BA%A7/1474739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3%B6%E8%A1%8C%E5%AD%98%E6%AC%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A%94%E6%94%B6%E8%B4%A6%E6%AC%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A%94%E6%94%B6%E8%B4%A6%E6%AC%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A%94%E6%94%B6%E7%A5%A8%E6%8D%AE/1021917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0%BA%E5%88%B8%E6%8A%95%E8%B5%84/10728819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D%9E%E8%B4%A7%E5%B8%81%E6%80%A7%E8%B5%84%E4%BA%A7%E4%BA%A4%E6%8D%A2/3682446


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2、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九十四条 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均能够可靠

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本

的基础，但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的

除外。 

第九十五条 未同时满足本办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

条规定条件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

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第九十六条 企业在按照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作为换入资产成本的情况下，发生补价的，应当分别下列情

况处理： 

1、支付补价的，换入资产成本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加

支付的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

损益。 

换入资产成本＝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

关税费 

2、收到补价的，换入资产成本加收到的补价之和与换

出资产账面价值加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应当计入

当期损益。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85%81%E4%BB%B7%E5%80%BC/147507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E8%B4%A6%E9%9D%A2%E4%BB%B7%E5%80%BC/283024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E%A1%E5%85%A5%E5%BD%93%E6%9C%9F%E6%8D%9F%E7%9B%8A/9677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5%AE%9E%E8%B4%A8/8974843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E6%88%90%E6%9C%AC/1077976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E6%88%90%E6%9C%AC/1077976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A6%E9%9D%A2%E4%BB%B7%E5%80%BC/91040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A6%E9%9D%A2%E4%BB%B7%E5%80%BC/91040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E6%88%90%E6%9C%AC/1077976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E8%B4%A6%E9%9D%A2%E4%BB%B7%E5%80%BC/283024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E%A1%E5%85%A5%E5%BD%93%E6%9C%9F%E6%8D%9F%E7%9B%8A/96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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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入资产成本＝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

关税费 

第九十七条 企业在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成本的情况下，发生补价的，应当

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支付补价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支

付的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

认损益。 

2、收到补价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收

到的补价并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不确认损益。 

第九十八条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实务举例： 

例 7：甲公司和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 17%

的增值率。发生如下交易：甲公司以厂房、设备及库存商品

换入乙公司办公楼、小汽车及客运汽车，双方资产清单见下

表： 

甲公司资产（万元） 

资产名称 原值 交换日累计折旧 净值 公允价值 

厂房 1500 300 1200 1000 

设备 600 480 120 100 

库存商品 300   300 350 

合计 2400 780 1620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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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公司资产（万元） 

资产名称 原值 交换日累计折旧 净值 公允价值 

办公楼 2000 1000 1000 1100 

小汽车 300 190 110 159。5 

客运汽车 300 180 120 150 

合计 2600 1370 1230 1409。5 

 

乙公司另向甲公司支付银行存款 59.385 万元，其中公允

价值差额补价 40.5 万元，进项税差额 18.885 万元，假设销

售厂房的增值税税率为 5%。 

本例中，甲公司收到的补价占交易比例为 40.5÷

1450=2.79%＜25%，该笔交易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甲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换出存货的增值税销项税额=350×17%=59.5万元 

换出设备的增值税销项税额=100×17%=17万元 

换出厂房的增值税销项税额=1000×5%=50万元 

换入小汽车和客车的进项税额 =（ 159.5+150）×

17%=52.615万元 

换入办公楼的进项税额=1100×5%=55 万元 

换入资产总成本=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应支付的的相关税

费-补价 =1450+0-40.5=1409.5 万元 



换入办公楼成本=1409.5×（1100/1409.5）=1100万元 

换入小汽车成本=159.5万元 

换入客运汽车成本=150 万元 

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清理 13200000 

            累计折旧 7800000 

            贷：固定资产-厂房 15000000 

                        -设备 6000000 

        借：固定资产-办公楼  11000000 

                    -小汽车  1595000 

                    -客运汽车 15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1076150 

            银行存款 593850 

            资产处置收益 2200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3200000 

主营业务收入 35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1265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3000000 

            贷：库存商品 3000000 

乙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换出办公楼的增值税销项税额=1100×5%=55 万元 



换出小汽车的增值税销项税额=159.5×17%=27.115万元 

换出客运汽车的增值税销项税额=150×17%=25.5万元 

换入资产进项税=126.5万元 

换入资产总成本=1409.5+40.5=1450 万元 

换入厂房成本=1450×（1000/1450）=1000万元 

换入设备成本=100 万元 

换入存货成本=350 万元 

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清理 12300000 

          累计折旧 13700000 

          贷：固定资产-办公楼 20000000 

                      -小汽车 3000000 

                      -客运汽车 3000000 

借：固定资产-厂房 10000000 

                  -设备 1000000 

          库存商品 35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1265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2300000 

              资产处置收益 1795000 

              银行存款 59385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1076150 

 



第十七章 债务重组 

第九十九条 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

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

作出让步的事项。债务重组的方式主要包括：以资产清偿债

务、将债务转为资本、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及以上三种方式的

组合等。 

第一百条 以现金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

的账面价值与实际支付现金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一百零一条 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

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之间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 

第一百零二条 将债务转为资本的，债务人应当将债权

人放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面值总额确认为股本（或者实收资

本），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与股本（或者实收资本）之间的

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 

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之间的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一百零三条 修改其他债务条件的，债务人应当将修

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债务的公允价值作为重组后债务的入账

价值。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之间的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2%A1%E6%9C%AC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一百零四条 债务重组实务举例： 

例 8：甲公司应收乙公司票据账面余额 65400 元，其中

5400 元为利息，票面年利率 4%。双方协商重组债务，本金

减至 50000元；免去全部利息；年利率降为 2%，甲公司已计

提坏账准备 5000元。 

 乙公司账务处理： 

 债务重组利得=65400-50000=15400 元 

 会计分录： 

      借：应付账款 65400 

          贷：应付账款-重组债务 50000 

              营业外收入 15400 

甲公司账务处理： 

债务重组损失=65400-50000-5000=10400 

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债务重组 50000 

          坏账准备 5000 

          营业外支出 10400 

          贷：应收账款 65400 

 

第十八章 租赁 

 



第一百零五条 租赁，是指在约定的期间内，出租人将

资产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协议。租赁分经营租

赁和融资租赁。 

第一百零六条 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

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其所有权最终可能转

移，也可能不转移。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标准的，应当认定

为融资租赁： 

1、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2、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

款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

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 

3、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

用寿命的大部分。“大部分”指租赁期占租赁开始日租赁资

产尚可使用年限 75%以上。 

4、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

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

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

允价值。“几乎相当于”指 90%以上。 

5、租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

人才能使用 

第一百零七条 最低租赁付款额，是指在租赁期内，承租

人应支付或可能被要求支付的款项，加上由承租人或与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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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第三方担保的资产余值。 

第一百零八条 最低租赁收款额，是指最低租赁付款额加

上独立于承租人和出租人的第三方对出租人担保的资产余

值。 

第一百零九条 经营租赁指除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租

赁。 

第一百一十条 融资租赁中，在租赁期开始日，本公司

作为承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

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

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为未确

认融资费用，会计分录如下： 

      借：固定资产-融租租入固定资产 

          未确认融资费用 

          贷：长期应付款 

      借：长期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借：财务费用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第一百一十一条 折现率优先顺序：出租人内含利率＞

合同利率＞同期贷款利率 

第一百一十二条 融资租赁承租人账务处理实务举例： 

 例 9：2015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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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约定租入乙公司设备，租期 3 年，自租赁期开始日起每

年末支付租金 1000000 元，2015年 1 月 1 日租赁资产公允价

值 2600000元，合同规定年利率 8%，设备尚可使用年限为 5

年。甲公司采用实际利率法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采用平均

年限法计提折旧，租赁结束设备归还乙公司，甲公司在谈判、

签订合同过程中发生可归属与租赁项目的手续费、差旅费

10000元，甲公司不知道乙公司的租赁内含利率。 

本例中，租赁期占尚可使用年限 60%，低于 75%；但最

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大于设备公允价值的 90%，判断为融资租

赁。因为不知道乙公司租赁内含利率，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

现值的折现率为合同利率 8%，按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加上相

关费用之和与公允价值孰低原则算出设备入账价值为

2587100元。 

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1000000×（P/A，8%，3）=2577100

元 

未确认融资费用=3000000-2577100=422900 元 

固定资产入账价值=2577100+10000=2587100 元 

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2587100 

          未确认融资费用 422900 

          贷：长期应付款 3000000 

              银行存款 10000 



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表（实际利率法） 

日期 

①  

分期付款额 

②  

确认的融资费用 

③ =期初⑤×8% 

应付本金减少额 

④ =②-③ 

应付本金余额 

期末⑤=期初⑤-④ 

2015.1.1       2,577,100.00  

2015.12.31 1,000,000.00  206,168.00  793,832.00  1,783,268.00  

2016.12.31 1,000,000.00  142,661.44  857,338.56  925,929.44  

2017.12.31 1,000,000.00  74,070.56* 925,929.44* 0.00  

合计 3,000,000.00  422,900.00  2,577,100.00    

      

2015年会计分录： 

            借：长期应付款 100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00 

            借：财务费用 206168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206168  

2015年折旧额=2587100÷35×11=812866.82 元 

           借：制造费用 812866.82 

               贷：812866.82 

第一百一十三条 对于经营租赁的租金，本公司作为出

租人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确认为当期损益，

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第一百一十四条 经营租赁收入账务处理见本办法第十

章第六十七条第 5 项“场地租金收入的账务处理”。 

 

第十九章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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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五条 会计政策，指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

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 

第一百一十六条 涉及本公司的重要会计政策包括： 

 1、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 

 2、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3、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4、无形资产的确认； 

 5、收入的确认； 

 6、借款费的处理； 

 7、合并政策。 

第一百一十七条 下列各项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1、本期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

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2、对初次发生的或不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项采用新的会

计政策。 

第一百一十八条 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

关的会计信息的，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将会计政策变

更累积影响数调整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其他相关项

目的期初余额和列报前期披露的其他比较数据也应当一并

调整，但确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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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条 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对列报前期影响数

不切实可行的，应当从可追溯调整的最早期间期初开始应用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在当期期初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各期累积影响数

不切实可行的，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第一百二十条 会计估计变更，是指由于资产和负债的

当前状况及预期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资产或

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 

第一百二十一条 涉及本公司的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1、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2、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与净残值，固定资产折旧

方法； 

3、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4、预计负债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第一百二十二条 企业对会计估计变更应当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第一百二十三条 追述调整法由以下步骤构成： 

1、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 

 2、编制相关项目调整分录； 

 3、调整列报前期最早期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及金额； 

4、附注说明。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追述调整法实务举例：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9A%E8%AE%A1%E6%94%BF%E7%AD%96%E5%8F%98%E6%9B%B4/455277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AA%E6%9D%A5%E9%80%82%E7%94%A8%E6%B3%95/92899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A6%E9%9D%A2%E4%BB%B7%E5%80%BC/9104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AA%E6%9D%A5%E9%80%82%E7%94%A8%E6%B3%95/92899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AA%E6%9D%A5%E9%80%82%E7%94%A8%E6%B3%95/9289984


 例 10:甲公司 2015 年、2016 年分别以 4500000 元和

1100000元的价格买入 A、B两只股票用于交易，以成本与市

价孰低法计量，市价一直高于成本。2017年开始改为按公允

价值计量，公司会计资料保存完整，可以追述调整，假设所

得税率 25%，按净利润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按净利润 5%

计提任意盈余公积。两种方法计算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如下： 

项目 
成本与市价孰

低 

2015年末公允

价值 

2016年末公允

价值 

A 4500000 5100000 5100000 

B 1100000  1300000 

 

1、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 

时间 公允价值 
成本与市

价孰低 
税前差异 

所得税影

响 
税后差异 

2015年末 5100000 4500000 600000 150000 450000 

2016年末 1300000 1100000 200000 50000 150000 

合计 6400000 5600000 800000 200000 600000 

 

本例中，甲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比较财务报表列报

前期最早期初为 2016 年 1月 1 日。 

2016年期初累积影响数为 450000元 



2016年末税后净影响 600000 元，其中 450000 元调整期

初累积影响数，150000元调整 2016 年当期金额。 

2、编制调整分录： 

2015年末调整分录：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6000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5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0000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67500 

                贷：盈余公积 67500 

  2016 年末调整分录：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0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5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0000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2500 

                贷：盈余公积 22500 

3、财务报表调整和重述： 

在列报 2017 年财务报表时，调整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

年初余额、利润表上年金额、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上年金额和

本年金额。 

（1）资产负债表：调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年初数 800000

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 200000 元，调增盈余公积 90000

元，调增未分配利润 510000 元。 



（2）利润表：调增上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0000元，

调增所得税费用 50000元，调增净利润 150000元。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调增上年所有者权益 450000

元，其中：盈余公积 67500元，未分配利润上年金额 382500

元； 

调增本年所有者权益 150000 元，其中：盈余公积 22500

元，未分配利润 127500 元。 

4、附注说明。 

第一百二十五条 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

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漏或错报。 

1、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

靠信息。 

2、前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 

前期差错通常包括：计算及账户分类错误、应用会计政

策错误、疏忽或曲解事实以及舞弊产生的影响以及存货、固

定资产盘盈等。 

第一百二十六条 企业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重要的

前期差错，但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第一百二十七条 确定前期差错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

可以从可追溯重述的最早期间开始调整留存收益的期初余

额，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余额也应当一并调整，也

可以采用未来适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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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八条 企业应当在重要的前期差错发现当期

的财务报表中，调整前期比较数据。 

 

 

第二十章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第一百二十九条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是指资产负债

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有利或不利事项。财

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是指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批准财务报告报

出的日期。 

第一百三十条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是指对资产

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证据的事项。

包括： 

1、资产负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法院判决证实了企

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现时义务，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

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预计负债，或确认一项新负债。 

2、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表明某项资产在资

产负债表日发生了减值或者需要调整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

减值金额。 

3、资产负债表日后进一步确定了资产负债表日前购入

资产的成本或售出资产的收入。 

4、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现了财务报表舞弊或差错。 

第一百三十一条 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是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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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情况的事项。包括： 

1、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重大诉讼、仲裁、承诺。 

2、资产负债表日后资产价格、税收政策、外汇汇率发

生重大变化。 

3、资产负债表日后因自然灾害导致资产发生重大损

失。 

4、资产负债表日后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其他巨额举

债。 

5、资产负债表日后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6、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巨额亏损。 

7、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企业合并或处置子公司。 

第一百三十二条 资产负债表日后，企业利润分配方案

中拟分配的以及经审议批准宣告发放的股利或利润，不确认

为资产负债表日的负债，但应当在附注中单独披露。 

 

第二十一章 财务报告 

第一百三十三条 财务报表是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的结构性表述。财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下列组

成部分： 

1、资产负债表； 

2、利润表； 

3、现金流量表；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2%A1%E7%A5%A8/22647


4、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下同）变动表； 

5、附注。 

第一百三十四条 财务报告格式统一采用财政部会计司

下发的《一般企业财务报告格式》。 

第一百三十五条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

础确定。 

第一百三十六条 合并财务报表编制前期准备： 

1、统一母子公司的会计政策； 

2、统一母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日及会计期间； 

    3、对子公司一外币表示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 

4、收集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资料，包括：子公司

相应期间的财务报表；母子公司之间及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内

部交易、债权债务、投资及其产生的现金流量和未实现内部

损益的期初、期末余额及变动情况；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

和利润分配的有关资料；其他资料。 

第一百三十七条 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程序： 

1、设置合并工作底稿； 

2、将母子公司个别报表过入合并工作底稿； 

3、编制调整分录与抵消分录； 

4、计算合并财务报表各项目的合并数额； 

5、填列合并报表。 

    第一百三十八条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需要调整抵消的



项目： 

1、母公司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2、母子公司之间未结算的内部债权债务； 

    3、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4、固定资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5、无形资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第一百三十九条 编制合并利润表需要调整抵消的项目： 

1、内部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 

    2、内部利息收入与支出、内部股权投资收益； 

    3、内部交易相关资产减值损失； 

    4、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利润分配项目。 

第一百四十条 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需要调整抵消的项

目： 

1、内部股权投资现金流量； 

2、内部投资收益分配现金流量； 

3、内部现金结算债权债务现金流量； 

4、内部销售业务现金流量； 

5、内初处置、购建长期资产现金流量； 

6、其他内部交易现金流量。 

第一百四十一条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财务报表举例： 

例 11：甲公司 2015 年 1 月 1 日以 28600 万元的价格取

得 A 公司 80%的股权。A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 35000 万元。A



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32000 万元，其中：股本 20000 万元，资

本公积 8000 万元，盈余公积 1200 万元，未分配利润 2800

万元。甲公司购买过程中发生审计、法律服务费 120 万元，

上述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完毕。甲公司与 A 公司同受乙公

司控制，且会计政策一致。 

本例中，甲公司、A 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方

初始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不增加新的商誉。长期股权投资取

得成本按合并日 A 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份额确认，甲公司个

别报表会计分录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25600 万元 

           资本公积 3000 万元 

           管理费用 120 万元 

           贷：银行存款 28720 万元 

 2015 年末 A 公司实现净利润 10500 万元，提取盈余公

积 2000 万元，分配股利 4500 万元，期末未分配利润 6800

万元，2015年末 A 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38000万元。 

个别报表会计分录： 

          借：应收股利 3600 万元 

              贷：投资收益 3600 万元 

合并抵消分录： 

1、将长期股权投资调整为权益法： 

借：长期股权投资 8400 万元 



              贷：投资收益 8400 万元 

          借：投资收益 3600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 3600万元   

 2、 抵消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借：股本 20000 万元 

              资本公积 8000 万元 

              盈余公积 3200 万元 

              未分配利润 6800 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 30400 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 7600 万元 

 3、抵消对子公司的投资收益和子公司的利润分配： 

          借：投资收益 8400 万元 

              少数股东损益 2100 万元 

              年初未分配利润 2800 万元 

              贷：提取盈余公积 2000 万元 

                  向股东分配利润 4500 万元 

                  年末未分配利润 6800 万元 

       4、抵消内部债权债务： 

              借：应付股利 3600 万元 

                  贷：应收股利 3600 万元 

第一百四十二条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财务报表举

例： 



例 12：甲公司 2015 年 1 月 1 日向 A 公司定向增发普通

股 10000 股，取得 A 公司 70%股权，甲公司股票每股面值 1

元，市价 2。95元。购买日 A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 36000 万

元。A 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32000 万元，其中：股本 20000 万

元，资本公积 8000 万元，盈余公积 1200万元，未分配利润

2800万元。A 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主要是由资

产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差额引起，分别为：固定资产公允价

值 21000 万元、账面价值 18000 万元；存货公允价值 21100

万元、账面价值 20000万元；应收账款公允价值 3820万元、

账面价值 3920万元。购买日之前甲公司、A公司不受同一公

司控制。 

本例中，甲公司购买 A公司股权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购买日初始成本大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份额，视为商誉（29500-36000×70%=4300 万元），甲公

司个别报表会计分录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29500 万元 

            贷：股本 10000 万元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9500 万元 

2015年末 A公司实现净利润 10500 万元，提取盈余公积

2000万元，分配股利 4500万元，期末未分配利润 6800万元，

2015年末 A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38000万元。应收账款全额

收回，存货全部销售，购买日固定资产剩余折旧年限为 20



年。 

个别报表会计分录： 

             借：应收股利 3150 万元 

                贷：投资收益 3150 万元 

合并调整分录： 

   1、将资产调整为购买日公允价值： 

  借：固定资产 3000 万元 

                存货 1100 万元 

                贷：应收账款 100 万元 

                    资本公积 4000 万元 

   2、调整已实现公允价值对利润的影响： 

            借：营业成本 1100 万元 

                管理费用 150 万元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00 万元 

                贷：存货 1100 万元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50 万元 

                    资产减值损失 100 万元 

 

调整后的净利润=10500+150-1100-150=9350 万元  

调整后未分配利润=2800+9350-2000-4500=5650 万元 

权益法下对 A公司的投资收益=9350×30%=6545 万元 

少数股东损益=9350×30%=2805 万元 



权益法下对 A 公司的长投=29500+6545-3150=32895 万

元 

少数股东权益年末余额=10800+2805-1350=12255 万元 

合并抵消分录： 

 1、将长期股权投资调整为权益法： 

借：长期股权投资 6545 万元 

              贷：投资收益 6545 万元 

          借：投资收益 3150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 3150万元 

2、 抵消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借：股本 20000 万元 

              资本公积 12000 万元 

              盈余公积 3200 万元 

              未分配利润 5650 万元 

商誉 4300 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 32895 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 12255 万元 

3、抵消对子公司的投资收益和子公司的利润分配： 

          借：投资收益 6545 万元 

              少数股东损益 2805 万元 

              年初未分配利润 2800 万元 

              贷：提取盈余公积 2000 万元 



                  向股东分配利润 4500 万元 

                  年末未分配利润 6800 万元 

4、抵消内部债权债务： 

              借：应付股利 3150 万元 

                  贷：应收股利 3150 万元 

第一百四十三条 内部交易实务举例： 

例 13：2015年甲公司个别报表中向 A公司销售商品 5000

万元，成本 3500万元，A 公司个别报表中该批商品对外出售

60%，期末存货 2000 万元。 

本例中，从整体角度看，内部交易还有 2000 万收入未

实现，其成本 1400 万元，存货虚增 600 万元，抵消分录如

下： 

           借：营业收入 5000 万元 

               贷：营业成本 4400 万元（3500+900） 

                     存货 600 万元 

2016 年甲公司个别报表中向 A 公司销售商品取得收入

6000 万元，该批商品成本 4200 万元。A 公司个别报表中该

批商品对外出售 75%，期末存货 3500 万元。 

到 2016年末，内部交易还有 3500万收入未实现，其成

本 2450万元，存货累计虚增 1050万元，抵消分录如下：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600 万元 

                 贷：营业成本 600 万元 



             借：营业收入 6000 万元 

                  贷：营业成本 6000 万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 1050 万元 

贷：存货 1050 万元 

 

第二十二章 关联方交易 

第一百四十四条 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

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 

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

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 

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

控制，仅在与该项经济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经营决策需要

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 

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

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

政策的制定。 

第一百四十五条 下列各方构成企业的关联方： 

1、该企业的母公司。 

2、该企业的子公司。 

3、与该企业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4、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5、对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6、该企业的合营企业。 

7、该企业的联营企业。 

8、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主要投资者个人，是指能够控制、共同控制一个企业或

者对一个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个人投资者。 

9、该企业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关键管理人员，是指有权力并负责计划、指挥

和控制企业活动的人员。与主要投资者个人或关键管理人员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指在处理与企业的交易时可能影响

该个人或受该个人影响的家庭成员。 

10、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

业。 

第一百四十六条 仅与企业存在下列关系的各方，不构

成企业的关联方： 

1、与该企业发生日常往来的资金提供者、公用事业部

门、政府部门和机构。 

2、与该企业发生大量交易而存在经济依存关系的单个

客户、供应商、特许商、经销商或代理商。 

3、与该企业共同控制合营企业的合营者。 

第一百四十六条 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88%E8%90%A5%E4%BC%81%E4%B8%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1%94%E8%90%A5%E4%BC%81%E4%B8%9A


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关联方交易

的类型通常包括下列各项： 

1、购买或销售商品。 

2、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 

3、提供或接受劳务。 

4、担保。 

5、提供资金（贷款或股权投资）。 

6、租赁。 

7、代理。 

8、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 

9、许可协议。 

10、代表企业或由企业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 

11、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第一百四十七条 当期无论是否发生关联方交易，均在

附注中披露下列信息： 

1、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名称。 

2、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业务性质、注册地、注册资本（或

实收资本、股本）及其变化。 

3、母公司对该企业或者该企业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和

表决权比例。 

第一百四十八条 当期发生关联方交易的，在附注中披

露该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交易要素至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9F%E8%B5%81


少应当包括： 

1、交易的金额。 

2、未结算项目的金额、条款和条件，以及有关提供或

取得担保的信息。 

3、未结算应收项目的坏账准备金额。 

4、定价政策。 

 

第二十三章 附则 

第一百四十九条 因政策法规、准则重新修订等原因，

导致本办法某项具体条款不再适用的情形，本公司以通知形

式对本办法做相应补充或修正，原文不做改动，以保证会计

核算的延续性、痕迹化。 

第一百五十条 本办法由公司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一百五十一条 本办法经公司党总支委员会、总经理

办公会审议通过，并报董事会批准后发布施行。 

 

 

 

天津滨海泰达航母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