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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中政府补助的完善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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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政府补助准则在我国施行的时间较短，国内一些企业对这项会计准则还没有认真学习和充

分理解。理论界对政府补助准则的实务研究也相对较少，对部分条款的理解也不是完全准确，因此很有必要

进行澄清和规范。通过政府补助国际准则与我国政府补助准则对比分析，对我国政府补助准则的完善性进

行探析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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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政府

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环境保护以及科学技术研究

等领域补助日益加大。这些补助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

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带来了正面效应，

但同时也给我国会计人员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如

何在财务报告中规范地、合理地反映政府补助。如何规

范政府补助的会计核算和披露。一直是国际上比较关

注的问题。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英国、香港等均制定

了专门准则对其进行了规范。为了规范政府补助的确

认、计量、记录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我国于2006年2月

15日，在2005年<企业会计准则一政府补助和政府
援助>(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以下简称政府补助准

则)。

在政府补助准则出台之前，我国对政府补助的规

范散见于<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关

于企业技术创新贴息资金财务处理的函》和<科技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文件规

定，针对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规定是比较分散的、零星

的，不成系统。会计处理方法比较混乱，理论上也不够

严密。给企业创造了操纵利润、粉饰会计报表的空间。

比如在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中，列示政府补助的

。补贴收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项目。该项目设立的初

衷是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促进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

化，然而当上市公司的质量每况愈下的时侯，配股生命

线和sT制度的刚性造成了会计主体的行为扭曲。政府

补助这一非经常性收益却被不正常地予以经常化了，

甚至已经异化为支持上市公司保持融资功能、维护公

司形象、稳定股价、开展资产重组的重要砝码。其实。公

司收益与公司实际的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越来越低，收

益质量严重下降。会计的历史使命是反映真实，会计信

息要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

量．从而为相关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会计

信息，减少其决策的不确定性。在目前政府行为、制度

刚性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的会计师们

给投资者以公允的信息。核心思想就是尽力改变投资

者的信息劣势，依靠规范的会计制度还企业行为以真

相。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履行世

界贸易组织协定(WTO)有关承诺，政府对关系国计民

生的农业、环境保护以及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的补助

越来越普遍。这些补助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国民经济

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带来了正面效应，但同时也

给我国会计人员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在财务

报表中规范地、合理地反映政府补助。2006年2月<企

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和政府援助>的出台为政府

补助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提供了统一的规

范和理论依据，便于理解和操作，其目的在于改善会计

处理方法的不统一、随意性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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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政府补助准则在我国施行的时间较短，

国内一些企业对这项会计准则还没有认真学习和充分

理解。理论界对政府补助准则的实务研究也相对较少，

对部分条款的理解也不是完全准确，因此很有必要进

行澄清和规范。本文拟在对政府补助国际准则与我国

政府补助准则比较与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补助

准则完善性进行探析。

1 政府补助的涵义需进一步斟酌

第一，在定义上，国际会计准则IAS20明确了政府

范畴，“政府是指政府、政府机构、以及地方、国家或国

际的类似组织”。【-即同时区分了两个名词概念——政

府援助和政府补助，提出政府援助是指政府意在专门

对符合一定标准的某个主体或某一范围的主体提供某

种经济利益的行动，不包括仅通过影响主体的一般经

营环境的行动间接提供的援助，如在开发区提供基础

设施威者对竞争对手施加贸易限制。政府补助则是指
政府通过向主体转移资源、以换取主体在过去或未来

按照某种条件进行有关经营活动的援助，不包括那些

无法合理作价的政府援助．也不包括与主体正常交易

无法分清的、与政府间的交易。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中规定，“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

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

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21"t-

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未对政府给出定义。实际操

作中就会遇到界定不清的问题。这里的政府是否仅限

于中国政府?企业如果收到国际组织、外国政府或组织

的某种补助性质的款项或奖励属不属于该准则规范的

范围?政府具体的哪些组织机构和部门无偿拨给企业

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在政府补助的范围之

内?这样容易导致不同企业之间相关信息的不可比。因

此，政府补助的企业会计准则在进一步完善时应考虑

增加对“政府”的界定。这样才能使企业在实际操作中

有明确一致的标准。

第二。我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范围比国际会计准

则／AS20小．我国准则在定义和第4条仅将适用于其

他相关会计准则的所得税减免、债务豁免、所有者投入

的资本作了限定。而IAS20具体明确援助不包括那些

无法合理作价的援助，也不包括与企业正常交易无法

分清的、与政府间的交易。

第三，从上述两者的定义中可以看出，IAS'20强调

了政府补助是带有目的性的，即。以换取主体在过去或

未来按照某种条件进行有关经营活动”。11婵而我国的

定义为“无偿”，需要注意的是，无偿并不意味着不附加

任何条件，事实上很多政府补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如

果达不到这些条件还需要返还政府补助。我国政府补

助定义中提到“无偿”，而对于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又

统一采用收益法。这将造成政府补助的定义和其会计

处理的规定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因为采用收益法的

理由之一就是政府补助很少是无偿的，是附条件的，在

我围准则的指南中也指出政府补助的特征是无偿的、

有条件的。既然如此，建议我国在政府补助的定义上去

掉“无偿”，可以参照IAS20中的定义。其次从受助方来

看，新准则将受助方界定为“企业”，1．45"20将受助方界

定为“主体”．即不仅仅限于企业一方。从补助的内容来

看，新准则将补助的内容界定为“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

性资产”。IAS20认为补助的内容是“资源”，资源的含

义是大于。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的。M520中

包括政府补助和政府援助，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对政府

援助没有做出规定。

2关于与资产有关政府补助

根据我国有关政府补助规定：“企业取得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不能全额确认为当期收益，应当随着相

关资产的使用逐渐计入以后各期的收益。也就是说这

类补助应当先确认为递延收益。然后自相关资产可供

使用时起，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人当期的

营业外收入。”I聊如。用于购买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
财政拨款、固定资产专门借款的财政贴息等。一般应当

分步处理：

第一步，企业实际收到款项时，按照到账的实际金

额计量，确认资产(银行存款)和递延收益。

第二步，企业将政府补助用于构建长期资产。该长

期资产的构建与企业正常的资产构建或研发处理一

致，通过“在建工程”、“研发支出”等科目归集，完成后

转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第三步。该长期资产交付使用。自长期资产可供使

用时起，按照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

均分摊转入当期收益。(1)递延收益分配的起点是“相

关资产可供使用时”，对于应计提折旧或摊销的长期资

产，即为资产开始折旧或摊销的时点。(2)递延收益分

配的终点是“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或资产被处置时(孰

早)”。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时或结束前被处置(出

售、转让、报废等)，尚未分摊的递延收益余额应当一次

性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收益，不再予以递延。”m

例：20x1年11月5日，A企业需要购置一台研发

设备。预计价款为350万元，因资金不足，按有关规定

向有关部门提出补助150万元的申请。20×1年11月

31日政府批准了A企业申请并拨付A企业150万元

财政拨款(同日到账)。20x1年12月18日，A企业购

入了不需要安装的研发设备，实际成本为300万元．预

计使用寿命5年，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假设无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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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假设按年计提折旧。20x6年3月18日，A企业出

售了这台设备，取得价款20万元，假定不考虑其他因

素。

(1)20x1年11月31日实际收到财政拨款。确认

政府补助。

借：银行存款 1500000

贷：递延收益 1500000

(2)20x1年12月18日购人设备

借：固定资产 3000000

贷：银行存款 3000000

(3)20x2年资产负债表日(年耒)计提折旧，同时

分摊递延收益：

①计提折旧

借：研发支出 1000000

贷：累计折旧 1000()00

②分摊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300000

贷：营业外收入 300000

(4)20x3年资产负债表日(年末)计提折旧，同时

分摊递延收益：

①计提折旧

借：研发支出800000

贷：累计折旧800000

②分摊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300030

贷：营业外收入 300000

(5)20x4年资产负债表日(年末)计提折旧，同时

分摊递延收益：

①计提折旧

借：研发支出 600000

贷：累计折旧 600000

②分摊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300000

贷：营业外收入 300000

(6)20x5年资产负债表日(年末)计提折旧，同时

分摊递延收益：

①计提折旧

借：研发支出400000

贷：累计折旧400000

②分摊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300000

贷：营业外收入 300000

(7)20x6年3月18日出售设备，同时转销递延收

益余额

①出售设备

借：固定资产清理 150000

累计折旧 2850000

贷：固定资产 30000100

借：银行存款 200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50000

营业外收入 50000

②转销递延收益余额

借：递延收益 157500

贷：营业外收入 157500

这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准则的会计处理。这样处理有两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

究与完善。第一，与政府补助有关的资产是否应进一步

分为不需要提折旧与摊销的短期资产与需要提折旧与

摊销的长期资产。第二，对于要提旧与摊销的长期资

产，在采用加速折旧的情况下递延收益的分摊采用平

均法摊销是否合理?

对于形成的短期资产笔者认为应在其转入相关成

本费用时按相应比例由递延收益转入营业外收入，在

此不作过多论述。对于形成的长期资产，在会计上采用

加速折旧与摊销时。其递延收益应同样采用加速摊销

法。这样更能强调按照系统的、合理的基础将政府补助

确认为收益，实现与相关成本和费用的配比。上述例题

中，笔者认为更为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如下：

(1)20x1年11月31日实际收到财政拨款，确认

政府补助。

借：银行存款 1500000

贷：递延收益 1500000

(2)20x1年12月18日购入设备

借：固定资产 3000000

贷：银行存款 3000000

(3)20x2年资产负债表日(年末)计提折旧，同时

分摊递延收益：

①计提折旧

借：研发支出 1000000

贷：累计折旧 1000000

②分摊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500000

贷：营业外收入 500000

(4)20x3年资产负债表日(年末)计提折旧，同时

分摊递延收益：

①计提折旧

借：研发支出800000

贷：累计折旧 800000

②分摊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400000

贷：营业外收入400000

(5)20x4年资产负债表日(年末)计提折旧，同时

分摊递延收益：

①计提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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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研发支出600000

贷：累计折旧 600000

②分摊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300000

贷：营业外收入 300000

(6)20x5年资产负债表日(年末)计提折旧，同时

分摊递延收益：

①计提折旧

借：研发支出400000

贷：累计折旧400000

②分摊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200000

贷：营业外收入200000

(7)20x6年3月18日出售设备，同时转销递延收

益余额

①出售设备

借：固定资产清理 150000

累计折旧 2850000

贷：固定资产 3000000

借：银行存款 200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50000

营业外收入- 50000

②转销递延收益余额

借：递延收益 75000

贷：营业外收人 75000

3进一步完善政府补助的披露

我国准则中要求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政府补

助的种类及金额；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本期

返还的政府补助金额及原因"。121鉴于我国政府补助较为

普遍和种类多样的国情，政府补助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

的政府补助在当年净利润中占比很大的情况下．其披露

应该更加详细。如中石化2005年得到中央财政给予的

一次性补偿100亿元，占当年利润总额的15．3l％。因此

应该披露当年收到的政府补助占当年净收益中的比重、

政府补助在非经营收益中比重，对政府补助所采用的会

计政策，包括财务报表中列报方法，财务报表中所确认

的政府补助的性质、范围，企业从中直接受益的政府其

他形式援助的说明。在政府援助已予确认的情况下．尚

未履行的附加条件以及其他或有事项。

4政府补助在现金流量表中如何列示

新准则对此未作说明。关于财政拨款，应分别不同

情况进行列示。一般来说，若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如经常发生．可在“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项目中单列

项目反映，反之，可并入“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一般与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的购建有关，应在。收到其

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反映，也可单列瓒目

反映。对于财政贴息，因其与企业的贷款有关，应视为

。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在“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项目中填列。对于税收返还。由于是政府

按照先征后返(退)、即征即退等办法向企业返还的税

款，应属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列示于“收到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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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accounting standard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enterprises has only been implement—

ed for a short time，some domestic enterprises fail to seriously study and fully understand it．Moreover。few

practice research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it and gome of its terms are not accurately understood in thee-

retical circles．Therefore，it needs clarifying and standardizing．Based 01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ter-

national and Chinese standard of government subsidies．this paper discusses tlle perfection of Chinese ae．

counting standard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enterprises，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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