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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依据是

管理者的持有意图，如果管理者持有目的是在短期内出

售用以赚取差价，则应当划分为前者，如果持有目的不是

很明确，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将其出售，则应当划分为后

者。笔者对比分析了多家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发现在

同时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上市公

司中，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数量基本上是交易性金融

资产数量的数倍甚至十倍以上。说明上市公司在主观上

或多或少地偏向于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划分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文从多个方面分析出现这种划分

情况的影响因素。

一、从利润角度分析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分类

1. 基于利润额的分析。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而言，其不同分类对上市公司的利润额是有影响的，最直

接的体现就是金融资产交易费用的处理。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交易费用是冲减当期投资收益的，投资收益的金额

直接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利润表上，会减少当期利润额。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则是倒挤记入了“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科目中，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初始确认成本的组成部分，不影响上市公司的利润额。

虽然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不多，但是当交易费用随着交

易次数增加时，还是会对公司的利润额产生一定的影响。

2. 基于利润稳定性的分析。

（1）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稳定性的影响。交易性金融

资产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记入“投资收益”科目，直

接引起利润表中利润额的波动；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变动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不影响利润。

例：A公司持有一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其

初始确认成本为500万元，共有50万股。到某资产负债表

日，其公允价值上升，每股的公允价值为 11元，到下一个

资产负债表日，其公允价值下跌，每股公允价值为9元。该

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不同分类导致的会计处

理差异表1所示：

假定某上市公司的基础利润保持800万元不变，考虑

到表1的会计处理差异，则由该项金融资产分类带来的不

同影响是十分清晰的，如图1所示。可见，当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金融资产被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其带来的利

润波动是比较明显的，反映在利润表中则可能让投资者、

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对企业产生怀疑，从而影响企业的

经济利益和经营声誉。

【摘要】大多数同时拥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数量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这表明管理者在这两类金融资产的划分上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其主要

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相对而言能够增加上市公司利润、维持利润稳定性，且在同等条件下会节省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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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项金融资产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时的会计处理

第一个资产
负债表日

第二个资产
负债表日

将该项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的会计处理

第一个资产
负债表日

第二个资产
负债表日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5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00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5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0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0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00

表 1 不同分类对利润稳定性的不同影响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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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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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有期限差异对利润稳定性的影响。交易性金融

资产具备在短期内出售的特征，如果企业持有过多交易

性金融资产，则会经常产生购入和卖出该项资产的投资

行为，从而造成“投资收益”账户的经常性变动，进而导致

利润的经常性波动。如果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不需要

短期内予以出售，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对其进行处置，这样

就不会频繁地影响利润，利润会相对稳一些。

假如某公司拥有 10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如果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则其中有50%将在近期内达到持

有期限而出售，出售的资产盈亏相抵后导致亏损100万元

或者盈利100万元；如果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不存在期

限问题，不用立刻对外出售。此时，分类情况不同带来的

影响如图2所示（假定公司除以公允价计量的金融资产的

出售业务以外的基础利润维持800万元不变）：

二、从递延所得税分析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分

类

1. 递延所得税理论概述。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

础的差额会形成所得税差异：暂时性差异或永久性差异。

资产与负债的所得税暂时性差异又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这两类差异分别形成递延所得

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与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差额将计入当期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递延

所得税的处理思路（以资产为例）如图3所示：

2. 源于递延所得税会计处理差异的影响。税法规定，

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市价的波动

在计税时不予考虑，有关金融资产在某一会计期末的计

税基础为其取得成本，从而造成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的情况下，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

计税基础的差异。

例：2012年8月16日，A公司支付价款3 000万元从二

级市场取得一项权益投资，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核算。2012年12月31日，该投资在公开市

场上的价格为3 300万元。

则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3 300万元与计税基础 3 000
万元的差额就形成了300万元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除所得税准则中明确规定可不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的情况外，对于所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都

应当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

融资产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并不属于特殊情况，因此不

论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均应当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后，就要关注这种负债是否

形成所得税费用了。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确认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同时，增加当期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

用，除非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交易或事项以及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负债相关。这

一规定就把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递延

所得税处理区别体现出来了。

如果例中金融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则应当在确

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时，确认相应的所得税费用；如果此项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被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由于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属于此规定

的例外情况，则不需要确认所得税费用。会计处理区别如

表2所示：

如果本例中，该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降 300万

元，则账面价值会小于计税基础，从而形成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不论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

应当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300万元，同时冲减当期所得税

费用 75万元，即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分类在递

延所得税资产的会计处理上不存在影响。这是上市公司

倾向于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的又一影响因素。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独有特性产生的影响

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重分类特性产生的影响。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除了定义中所说的直接指定和倒挤确定

两种来源，还可能通过其他金融资产的重分类形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1

交易性金融资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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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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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递延所得税会计处理思路

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所得税费用 7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7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7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75

表 2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
递延所得税负债处理差异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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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对于正确计算产品生

产成本意义重大。目前主要有5种分配方法：直接分配法、

交互分配法、计划分配法、代数分配法和顺序分配法。

一、交互分配的必要性与单位成本的确定

在企业的实务中，有一个基本等式，那就是：某个辅

助生产车间的费用总额=已归集的待分配费用+应从其他

辅助生产车间分配来的费用。

这个等式也是各种分配方法的基础。在这个等式的

右边有两个金额，前者是通过各种费用分配表归集而来，

而后者却难以直接确定，为什么难以直接确定呢？因为辅

助生产车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在企业里，随着责任成

本制的推行，一般每个生产车间都要进行严格的成本核

算，对本车间发生的各种耗费进行准确归集。但在归集过

程中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耗用的其他辅助生产车间

的产品或劳务的数量可以确定，但单位成本无法确定。这

是因为数量可以借助各种仪器仪表甚至人工进行准确记

录，但对方车间无法报出它提供的产品或劳务的准确单

位成本。为什么？因为与本车间一样，由于本车间在得到

对方的单位成本之前无法确定本车间的费用总额，也就

无法确定本车间产品或劳务的单位成本，对方车间也就

无法确定它所消耗的本车间产品或劳务的费用。正是这

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循环引用关系，导致双方都无

法准确确定本车间的费用总额，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借助

各种分配方法进行分配的原因。

【摘要】权威教科书对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方法如何使用做了详细介绍，但对于交互分配的基本原理却没有做出

解释。本文从教学的角度探讨如何深入理解并贯通这些方法，并对交互分配法做一些改进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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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 2012年 10月 1日，A公司持有 1 000万元的交

易性金融资产，1 000万元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 000万

元的持有至到期投资。在 2012年 11月 1日，A公司出售

200万元的持有至到期投资，收到银行存款230万元，剩余

持有至到期投资当日公允价值为2 100万元。则出售日重

分类的会计处理为：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 100，银行存

款 230；贷：持有至到期投资 2 000，资本公积——其他资

本公积3 00，投资收益30。
经过上述处理，A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量增加

为 3 100万元，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量的 3.1倍。可见，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重分类特性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

融资产的分类现状产生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蓄水池”效应产生的影响。

“蓄水池”效应是说，一般上市公司会持有多项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当上市公司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需要增加当期

利润时，就可以出售一部分公允价值上升的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增加利润；当上市公司出于一些考虑需要减少当

期利润时，就可以出售一部分公允价值下降的金融资产

以减少利润。在不需要增减利润的时候，上市公司一般就

不出售，而是不断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例：福建水泥买卖兴业银行股权案，2009 年 4 月 21
日，福建水泥披露 2009年第 1季度报告，报告称公司在

2009年上半年预计将亏损 4 500万元至 6 000万元。但是

在2009年5月20日，福建水泥又发出一项修正报告，称预

计2009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为1 500万元，主要由于公司在

5月 14日、15日累计出售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兴业

银行股票 423万股，实现投资收益约 11 181万元。福建水

泥同时指出，公司于5月19日累计买入兴业银行股票423
万股。从后来公开的利润表来看，福建水泥在2009年上半

年净利润为-599万元，可知福建水泥由于某些原因并未

确认此项投资收益。尽管福建水泥最后并未通过买卖股

权实现预计的盈利，但是该公司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节利润的意图却是十分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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