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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共同经营非货币性资产的财税处理

【摘要】财政部于2014年2月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本文以该准则为基础并结合现行税法有

关规定，以共同经营安排为分析对象，分别对合营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进行分析，并通过具体案例对与共同经营资产

相关的财税处理进行说明，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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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14年 7月 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

——合营安排》（CAS 40），明确了合营安排的两种类型：共同

经营及合营企业。这是“共同经营”这一概念首次被明确提

出，但与此相关的财税处理规定尚未明确。因此，笔者基于

CAS 40的规定，对共同经营参与方对合营安排的有关资产

业务的所得税处理进行说明，以期指导实务工作中此类业务

的处理。

按照CAS 40的规定，合营安排中的共同经营是指合营

参与方对合营安排中的资产享有权利的同时对负债承担义

务，此类合营安排的资产与负债不独立于参与方和合营安

排，由各参与方共同享有或承担。共同控制主要指合营安排

的相关活动必须由拥有控制权的所有参与方一致同意方可

通过，共同控制的实现包括参与方集体控制和参与方组合集

体控制。根据CAS 40的要求，合营安排属于合营企业还是共

同经营要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确定，即：合营安排非

独立法人或即便是独立法人但合营参与方实际享有相关资

产权利、承担债务义务，则实质上确认为共同经营。

二、共同经营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税处理

CAS 40对共同经营各参与方对相关资产按不同的项目

性质予以分类安排，具体如下：首先，共同经营参与方对于其

投入合营安排的资产，按照其此前约定的份额比例来确认；

其次，对共同经营的合营安排与参与方之间各种顺销或者逆

销业务的处理给出了明确的规定。考虑到各种货币性资产的

交易不会涉及会计与税务上的处理差异，故此类交易不在本

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针对共同经营的合营安排与参与方之

间的各种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易中（包括顺销与逆销）有关所

得税的处理进行了分析。

（一）共同经营方单独持有非货币性资产的财税处理

1. 会计处理。现行会计准则要求，若共同经营的参与方

将自己的各种非货币性资产投入合营安排单位时，继续保留

了该资产的全部所有权或者控制权，则该项参与方投入合营

安排的非货币性资产的相关处理与其自有资产完全一样。考

虑到此前参与方已对该项资产做过相应的处理，故不需要在

合营安排中进行重复核算，但是需要在合营方的有关备查账

簿中明确记载，确认为某一参与方单独出资。因此，共同经营

的参与方将其有关非货币性资产投入到合营安排中并确认

为其单独所有，则其在单独享有该资产权利及承担全部风险

的基础上继续作为其独有资产，合营安排中不再单独进行会

计处理。

2. 税务处理。针对共同合营参与方单独投入合营安排中

的非货币性资产，按照税法规定，考虑到该项非货币性资产

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完全没有转移给合营单位，故不属于视同

销售。按照会计上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此类从共同合营的

参与方投入合营安排的资产不视同销售，故不涉及所得税的

处理。

通过对比共同经营投资方单独享有的非货币性资产的

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可以发现，共同经营的合营安排单位并

未对此项资产进行财务与税务处理，所以不存在财税处理的

差异，也不存在重新核算的问题。

（二）共同经营的参与方按照份额享有非货币性资产的

财税处理

1. 会计处理。共同经营中的某一参与方通过货币性资产

出资，按照协议约定，其可以对共同经营的合营安排全部资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项目编号：PPZY2015A098）

□工作研究



2016.28 财会月刊·53·□

产按照一定的比例份额享有权利。其中，该合营参与方所享

有的非货币性资产份额实质上可以理解为该参与方以其出

资的货币性资产按照市场价格（公允价格）购买了其享有份

额的非货币性资产，故需要以其出资的货币资产来对持有的

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计量并做账务处理。

2. 税务处理。在这种情形下，实质上是共同经营的某一

参与方利用货币资产购买其应享有份额的非货币性资产，按

照税法规定视为购买。所以，应按照其给付的对价（货币资

产）来确定其应享有份额的非货币性资产的计税基础。

对比此种情形下的财税处理可以发现，参与方享有份额

的非货币性资产的会计与税务的计量基础都是该享有份额

货币性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两者之间并无差异。

（三）参与方投入非货币性资产享有合营安排全部资产

的财税处理

1. 会计处理。此类情况主要指共同经营参与方均有非货

币性资产投入，某一参与方以其此前单独持有的非货币性资

产投入该合营安排后，可按照全体投资人的约定，以一定的

比例或份额享有该合营安排的全部资产（包括该参与人之外

各参与人投入的货币性或非货币性资产）。从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来看，该投资方以其投入合营安排的非货币性资产的公

允价值换取了其按一定份额享有的合营安排的全部资产。该

全部资产按份额享有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此前自己独有但

投入后按份额享有的非货币性资产；另一部分是取得的由其

他投资者投入合营安排的资产。针对后一部分资产，按照公

允价值计量；针对前一部分资产，由于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包

含了部分该投资方“出售给自己”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故

在确认该部分资产的会计计价基础时，需要在其享有份额的

公允价值的基础上扣除其未实现的销售利润。

2. 税务处理。共同经营参与方以其非货币性资产投入获

取按份额享有合营安排全部资产的这项行为，符合税法上规

定的“一卖一买”。即：共同经营参与方投入该合营安排的非

货币性资产视同其销售，该参与方获得合营安排全部资产份

额的享有权视同购进。因此，在视同销售环节，该参与方将非

货币性资产销售给合营安排需要按照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

价值确认财产转让所得。所得税处理是：该项转让所得计入

应税所得、相关成本可抵扣应税所得。在购进环节，其购入的

合营安排的全部资产享有份额部分（包括其自身此前投入的

非货币性资产）按照公允价值作为资产的计税基础。

由此类参与方投入非货币性资产的性质可以发现，在将

该非货币性资产转移至合营安排中后，财务处理与税务处理

一致，均视同销售按照公允价值转让，故转让后会计上的计

价基础及税务上的计税基础均变为零。但是，参与方按份额

持有合营安排的全部非货币性资产，其不同情形下财务与税

务处理的不同将显现出来。

由上文分析可知，该参与方按份额享有其他合营安排参

与方投入的非货币性资产时，其会计计价基础与税务计税基

础均是按照相应的公允价值来进行确认的，财税处理一致。

但是，针对该参与方按份额享有的其投入合营安排前独有的

非货币性资产，财税处理的差异显而易见。由前述会计处理

可知，此处的会计计价基础需要按照该份额的公允价值扣除

自身未实现的销售利润后的余额来确认，而税法上规定的是

按照该份额的公允价值确认。对比可以发现，此处财税处理

的差异为会计未确认而税法已确认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即税法上规定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但随着合营安排活动的

展开，上述非货币性资产无论是被消耗还是被转让，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后期都面临转回的问题。

（四）共同经营参与方与合营安排顺销逆销涉及非货币

性资产的财税处理

1. 会计处理。针对顺销，即共同经营参与方将自己的非

货币性资产通过一定方式销售至合营安排名下，按照CAS

40的规定：对于此项销售给合营安排的非货币性资产（非业

务往来），若合营安排未使用，或转让该资产前参与方只确认

对其他投资方的损益而不确认归属于自己的内部未实现的

销售利润，按照收入与成本配比原则，顺销中只确认参与方

对其他合营安排参与方的销售的损益，故对应结转此部分的

销售成本。对于合营安排参与方来说，针对此顺销给合营安

排的非货币性资产，参与方以其在共同经营安排中持有的该

非货币资产份额扣除归属于自己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后

的有关余额作为该非货币性资产的入账价值。

针对逆销，即非货币性资产从共同经营安排流向合同经

营的参与方，CAS 40规定：合营方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等

（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在将该资产等出售给第三方之

前，不应当确认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该合营方应享有的部

分。根据准则的规定可知，在此项逆销过程中，共同经营参与

方不能将此项转让给自身的非货币性资产按照全部的公允

价值入账，需将出售给自己的那部分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扣

除，以公允价值扣除此部分后的余额作为入账价格。

2. 税务处理。针对顺销，共同经营安排的参与方以非货

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确认应税所得，对其成本按照账面价值

允许税前扣除。针对逆销，共同经营安排参与方购入此项非

货币性资产，以其公允价值作为该非货币性资产在税法上的

计税基础。

将顺销与逆销的财税处理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其中的差

异：①针对顺销。根据CAS 40的规定，顺销中共同经营参与

方以其在合营安排中享有的该资产份额扣除归属于自己的

未实现利润作为入账价值，该入账价值在金额上等于该参与

方在该项销售业务中尚未结转的那部分资产的成本。而税法

的规定则是按照公允价值确认应税所得，对应成本税前扣

除，计税基础即变为零。财税对比可以发现，二者产生可抵扣

的暂时性差异，待后期该项非货币性资产的转让或在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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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将差异逐渐转回。②针对逆销。同样的原理，合营安排

的参与方在购买此项非货币性资产时未确认针对自己实现

的内部销售利润，而税法上则完全以购入的非货币性资产公

允价值作为计税基础，故产生了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有待

后期伴随该资产的转让或使用而转回。

三、案例解析

例：2015年 1月 1号，红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红星公

司”）与伊芙股份公司（简称“伊芙公司”）就未来共同的发展

方向签订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此协议，两者各出资150

万元（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合计）成立一个合营安排。

具体出资情况如下：红星公司以 15万元的货币性资金、账面

价值为75万元的办公用房以及账面价值为26万元的生产用

料投资到该合营安排当中，在合营安排中办公用房及生产用

料分别以公允价值 100万元及 35万元作价投入，全部 150万

元投资占合营安排权利及义务的50%。伊芙公司以一台账面

价值为65万元的生产设备及一项账面价值为45万元的知识

产权作价投资，在合营安排中该设备及知识产权分别以公允

价值85万元和65万元作价参与该合营安排，全部150万元投

资占合营安排权利及义务的50%。

根据协议约定，对于该合营安排相关投资、经营活动等

决策，除该知识产权专属伊芙公司外，均需两公司一致同意，

相关风险收益由两公司共担。为使问题讨论更简便，假设固

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折旧与摊销年限均只剩10年，折旧与摊

销方法均为直线法。2015年 7月 21日，该合营安排向红星公

司销售一批产品，市场售价为 55万元，其成本为 35万元，截

至2015年12月31日红星公司已将该批产品对外销售80%。

（一）考虑合营安排性质

由于红星公司与伊芙公司分别以 50%份额承担风险与

享受收益，双方共同控制该合营安排的各项投资经营决策，

故属于共同经营，可按照上文分析的有关财税处理来处置。

（二）同经营各参与方的财税处理

1. 红星公司。会计处理：在未考虑红星公司对该合营安

排的未实现销售利润时，红星公司对合营安排的资产持有情

况是：货币资金 7.5万元、固定资产（办公用房）为 50万元、生

产材料17.5万元。针对办公用房及生产材料这两项非货币性

资产，在剔除红星公司转让给合营安排的未实现销售利润的

情况下，红星公司对其持有情况为：固定资产（办公用房）12.5

万元、生产材料 4.5万元。因此，红星公司按照 50%份额持有

的合营安排的各项资产入账价值分别是：货币资金 15万元、

固定资产（办公用房）37.5万元、生产材料 13万元、固定资产

（设备）42.5万元。

税务处理：按照税法规定对各项非货币性资产以公允价

值作为计税基础。红星公司各项资产的计税基础分别为：固

定资产（办公用房）50万元、生产材料17.5万元、固定资产（设

备）42.5万元。

对比红星公司的财税处理可以发现，红星公司在固定资

产（办公用房）和生产材料两项非货币性资产上产生了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分别为：固定资产（办公用房）12.5万元，生产

材料4.5万元。后期随着办公用房的折旧和生产材料的耗用，

该差异将逐步被转回。

2. 伊芙公司。由于知识产权属于伊芙公司独有，故在投

入合营安排后，不需要进行重复核算，仍在伊芙公司以其原

账面价值45万元作为会计计价基础。针对伊芙公司投入账面

价值65万元的生产设备，需要扣除归属于自身的未实现销售

利润 10万元，以 32.5万元作为入账价值。针对红星公司投入

的办公用房及生产材料分别按照持有份额的公允价值入账，

分别为50万元与17.5万元。

税法上，由于单独持有的知识产权并不确认为转让，故

其计税基础仍旧是账面价值 45万元，没有财税差异；对于红

星公司投入的办公用房及生产材料，均以公允价值作为计税

基础，没有财税差异。但是，对于伊芙公司自行投入的生产设

备，财税差异为10万元，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待未来设备折

旧时逐渐转回。

（三）合营安排经营期间的财税处理

对于红星公司购入的合营安排产品，这项逆销活动中存

在归属于自己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按照CAS 40的规定，

红星公司针对此逆销购入产品的入账价值需扣除归属于自

己的未实现利润，即入账价值为 45 万元［55-（55-35）×

50%］。按照税法规定，红星公司购入此产品的计税基础为公

允价值 55万元。对比财税处理可发现，二者产生了可抵扣的

暂时性差异 10万元。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由于该批产品

的 80%已经对外销售，故这 80%的可抵扣差异即 8万元的差

异需要转回，还存在2万元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尚未转回。

2015年合营安排对固定资产的办公用房和生产设备计

提折旧，红星公司及伊芙公司按份额持有的两项固定资产

中，此前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在当年已经实现，对应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需要转回，转回分别为：红星公司 1.25 万元

（12.5/10），伊芙公司1万元（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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