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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受益计划会计核算的思想和方法

【摘要】对于职工离职后福利采用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核算比较复杂。本文对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核算及其依据进

行解析，以期帮助广大会计实务工作者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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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核算比较复杂，因为在设定受益计

划下，企业的义务是在职工退休以后为职工提供约定的福

利，而相应的成本费用要在职工在职期间分期合理地确认，

以贯彻配比原则。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企业设定受益

计划的履行经常会发生变动，为了客观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和财务状况，需要对引起设定受益计划变动的情况进行科学

的分析和合理的处理。本文拟对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核算及

其依据进行充分的解析，以帮助广大会计实务工作者理解和

运用。

一、确定设定受益计划义务在职工退休时的现值

设定受益计划义务在职工退休时的现值是非常重要的，

它连接着企业在职工退休以后为职工提供的约定的福利和

企业在职工在职期间需要确认的相应的成本费用。本文引用

《2015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中所举

例子进行说明。

例 1：假设甲企业在 2×14年 1月 1日设立一项设定受益

计划，并于当日开始实施。该设定受益计划具体规定如下：企

业向在职员工提供统筹外补充养老金，每个员工退休后每年

可以额外获得 12万元退休金，直到去世。假定符合计划的职

工有100人，退休后平均寿命为15年。那么，企业要满足对这

些员工退休以后的支付需求，在这些员工退休时，需要准备

的资金是多少？假定适用的折现率为10%。

由于企业在这些员工退休以后每年需支付1200万元，共

支付 15年，所以在这些员工退休时，应该准备 15笔资金，且

每一笔资金都以 10%的年增长率增值。第 1笔资金 x1用于满

足退休后第 1年的支付需求，显然，x1（1+10%）=1200，即 x1=

1200/（1+10%）。第 2笔资金 x2用于满足退休后第 2年的支付

需求，显然，x2（1+10%）2=1200，即 x2=1200/（1+10%）2。以此

类推，第 15笔资金 x15用于满足退休后第 15年的支付需求，

显然，x15（1+10%）15=1200，即 x15=1200/（1+10%）15。而 x1+

x2+…+x15=1200/（1+10%）+1200/（1+10%）2+…+1200/（1+

10%）15=1091+992+…+287=9127（万元），即为这些员工退休

后每年1200万元的退休金在退休时的折现值，也就是企业为

满足对这些员工退休以后的支付需求，需要在这些员工退休

时准备的资金。这里 10%是资金的年增长率，一般根据资产

负债表日与设定受益计划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或活跃

市场上高质量的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确定。假如企业在这

些员工退休时，并没有缴存 9127万元给专门机构，那么企业

当时的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就应该达到9127万元，并且之后

每年应该按照年初余额乘以确定的折现率确认财务费用，同

时贷记“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科目。

二、确定服务成本

把设定受益计划义务在职工退休时的现值分配到职工

在职的每一年，确定每年的服务成本。

接例1，假定涉及的100位员工全部是新进员工，当前平

均年龄为 40岁，退休年龄为 60岁，还可以为企业服务 20年。

则将 9127万元分摊到 20年中每一年的金额为 456.35万元。

由于20年中各年距离退休年份的时间长短不一，根据资金按

照10%年增长率增长的假设，各年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也不

相同。

第 1年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是当期服务成本：456.35/

（1+10%）19=74.62（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或其他成本费用） 74.62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74.62

第2年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的确定首先应考虑当期服务

成本：456.35/（1+10%）18=82.08（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或其他成本费用） 82.08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82.08

然后，根据年初设定受益计划余额 74.62万元按 10%年

增长率增长的需要，假定企业没有缴存资金给专门机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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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应该承担利息费用7.46万元。理由是第一年年末应该

缴存的 74.62万元没有缴存，这笔钱就被第二年经营活动借

用了，所以必须确认利息费用。同时，因这笔利息没有缴存，

未履行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所以要调增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7.46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财务费用 7.46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7.46

同理，第3年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首先是当期服务成本：

456.35/（1+10%）17=90.29（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或其他成本费用） 90.29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90.29

然后，根据年初设定受益计划余额 164.16万元（74.62+

82.08+7.46）按10%年增长率增长的需要，应该承担利息费用

16.42万元。同时调增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16.42万元。会计分

录为：

借：财务费用 16.42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16.42

第4~20年以此类推。到第20年年末，“应付职工薪酬——

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科目的余额正好达到9127万元。

然而，事情并非总是那么简单，还要考虑各种复杂情况。

例1中，职工都为新进职工，他们获得的额外退休金是基于他

们从计划开始日期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因而没有过去服务成

本。如果这些职工不是新进职工，则他们获得的额外退休金

不仅基于他们从计划开始日期为企业提供的服务，而且还基

于他们过去为企业提供的服务，这样就有过去服务成本。譬

如，假定例1中该项设定受益计划实施时，100名职工每人都

已经为企业服务了 2年，还可以为企业服务 18年。则计划实

施的第 1年（原来例子中的第 3年）就有一个过去服务成本

164.16万元需要处理。

对于过去服务成本，会计界曾经认为，不应该立即确认

费用，而应该作为无形资产，在以后期间逐步摊销，理由是设

定受益计划的实施，会在以后期间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劳动

积极性，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所以，过去服务成本应该

在以后逐步摊入费用。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可靠性

不强。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过去服务成本应计入当

期损益。

不仅引入一项新的设定受益计划可能产生过去服务成

本，修改设定受益计划也可能产生过去服务成本。接例 1，如

果计划实施 10年后进行了修改，员工退休后，每人每年可以

额外获得的退休金从 12万元提高到 15万元，则每年应该承

担的成本费用将增加。而过去10年每年应该增加的成本费用

之和，即第10年年末因为修改计划而导致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现值的增加额，也就是第11年的过去服务成本，应该在第11

年计入损益。过去服务成本也可以是负的（当福利被取消或

修改从而导致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减少时）。负的过去

服务成本应该冲减福利被取消或修改时的成本费用。

企业为了消除设定受益计划实施所产生的部分或所有

未来义务，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对已确认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的现值进行结算。这样就会产生结算利得和损失。设定受益计

划结算利得和损失是结算日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与

结算价格之间的差额，应该计入当期损益。

例1只是针对企业中的一类职工的设定受益计划作了说

明，事实上，企业有许多类职工，因此要分别计算，再进行汇

总。企业需要聘请专业精算师对不确定因素（职工流动率、死

亡率）和折现率做出精算假设，然后进行计算。企业会计按照

专业精算师的报告进行账务处理。

三、确定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在上例中，笔者假定企业没有缴存资金给专门机构，即

没有建立设定受益计划，投资于国债或市场上高质量的公司

债券，以获得预期的增值，所以设定受益计划义务就是设定

受益计划净负债。企业每期根据期初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余

额确认财务费用。但是，一般企业都会缴存资金给专门机构，

委托其运作管理，并由其按设定受益计划的约定支付退休

金，但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盈亏由企业承担，所以企业要把

设定受益计划资产作为自己的一项资产来核算。实际操作

中，为简化核算，可以把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并入“应付职工薪

酬”账户，即设置“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资产”账

户。在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增加时，直接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科目；在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减少时，

直接贷记“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科目。

会计准则规定，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减去设定受益计

划资产的公允价值，如果存在赤字，作为设定受益计划净负

债；如果存在盈余，以盈余和资产上限两项的较低者确认设

定受益计划净资产。其中，资产上限是指企业可以从设定受

益计划中退款或减少未来对设定受益计划缴存资金而获得

的经济利益的现值。企业每年应该按照年初设定受益计划净

负债或净资产的余额，同时考虑年度内由于缴存资金和福利

支付所导致的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运用确

定的折现率，确认当年的利息费用或利息收入，并计入当期

损益。这是基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和设定受益计划资产都按

照确定的折现率增值的假定。

四、确认其他因素引起的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的变动

上述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都计入当期

损益；但还有其他因素引起的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的变动，由于它们的性质特殊，不能计入当期损益，而要直接

调整所有者权益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第一个因素：计划资产回报与包括在设定受益计划净负

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中的金额（实际上是设定受益计划资

产按折现率计算的利息收入）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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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与包括在设定受益计

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中的金额的差额，只有在设定

受益计划为净资产时才可能出现。

例 2：假定某企业年初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300万元，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为200万元，资产上限为

95万元。本年的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实际回报为36万元，折

现率为 10%。假设企业本年没有缴存资金和支付福利，年末

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336万元，设定受益计划义

务的现值为220万元，资产上限为110万元。

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的利息净额=300×10%-200×10%-

5×10%=9.5（万元）

计划资产回报与包括在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的利息净额中的金额的差额=36-300×10%=6（万元）

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6）-（-5）=-1（万元）。它与包

括在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中的金额的

差额=-1-（-5×10%）=-0.5（万元）。

会计处理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资产 29.5

贷：财务费用 29.5

借：财务费用 20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20

借：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资产 5.5

贷：其他综合收益 5.5

这样，就使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从95万元增加到110万

元。具体见下表：

第三个因素：精算利得和损失。它是由经验调整和精算

假设的变化导致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增加或减少。譬

如，由经验判断出以前对职工退休后平均寿命的假设与实际

情况存在差异，需要对此假设进行调整，从而引发过去年份

和未来年份应该承担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变动。对于未来

的年份，固然可以按照新的假设来核算，但对于过去的年份，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只能对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进行重

新计量。这种调整也要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而不能计入当期

损益。

以上三个因素引起的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

变动之所以要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而不能计入当期损益，原

因有两项：一是它们相互之间经常会发生抵销；二是它们自

身也会发生抵销。原《国际会计准则第 19号——雇员福利》

（IAS 19）规定，这些变动如果没有超出一定范围，就不要确

认；超出一定范围了，才针对超出的部分按照涉及的职工平

均剩余服务年限逐步摊销，计入损益。这样核算不仅相当复

杂，而且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设定受益计划的资产、负债状

况，所以修订后的 IAS 19改用现在的方法。如此一来，这些因

素引起的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既得到了及

时反映，又不影响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果。不让这些波动影响

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果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因素均非企业自身

能够控制的，属于受运气支配的利得和损失。

五、核算举例

例 3：假定某企业 20×2年 1月 1日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

允价值为 110万元，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为 125万元。

20×2年 12月 31日，企业缴存设定受益计划资金 49万元，支

付福利 19万元。20×2年当期服务成本为 36万元，折现率为

6%，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实际回报为10万元，当年发生精算

损失5万元。对以上事项，会计处理如下：

企业缴存资金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资产 49

贷：银行存款 49

企业支付福利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19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资产 19

20×2年当期服务成本为36万元：

借：管理费用 36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36

确认设定受益计划资产与负债的利息：

借：财务费用 0.9

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资产 6.6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7.5

确认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实际回报与计入利润的利息

的差额：

借：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资产 3.4

贷：其他综合收益 3.4

确认精算损失：

借：其他综合收益 5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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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余额

年内由利息引起的
计入利润的变动

年内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变动

年末余额

计划资产

300

30（300×
10%）

6（36-30）

336

计划负债

200

20（200×
10%）

0

220

资产上限
影响

-5

-0.5（-5×
10%）

-0.5［-6-（-5）
-（-0.5）］

-6

计划
净资产

95

9.5

5.5

110

设定受益计划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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