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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促进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和支持的力度，财税［2016］45号文件对企业将其持有的其他企业股

权和上市公司股票类股权用于公益性捐赠的行为，定性为股权转让，并对该类股权转让行为收入的确定、税前扣除的条件

以及捐赠额的确定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对财税［2016］45号文件关于公益股权捐赠业务的规定进行财税分析，有利于实务

工作者正确处理相关业务。

【关键词】公益性捐赠；股权捐赠；股权投资；企业所得税

【中图分类号】F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28-0084-3

骆剑华

企业公益股权捐赠业务的财税处理
——基于财税［2016］45 号文件

一、企业公益股权捐赠的税收政策规定

为进一步支持和鼓励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4月20日发布了《关于公益股权捐赠企

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5号），该文件明确

了捐赠行为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即“向境内公

益性社会团体的股权捐赠”，规定用于公益性捐赠的股权包

括“企业持有的其他企业股权和上市公司股票（股权）”。具体

操作上，该文件规定：确定该业务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时，应以该类股权投资的历史成本作为转让股权应税收入；

同时，以其取得时历史成本作为其捐赠金额，并依此按照企

业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在所得税前予以扣除。可见，企业将所

持有的符合财税［2016］45号文件规定的股权对外公益性捐

赠时，该类股权捐赠行为在税法上应被界定为股权转让行

为，该转让行为将涉及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根据《企业所得

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财税［2016］45号文件以及

相关会计准则等，本文对该类业务的财税处理进行分析，以

期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二、企业公益股权捐赠业务的财税处理

（一）会计处理

根据财税［2016］45号文件规定，企业用于公益捐赠的股

权，主要包括企业对非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两类企业主体的

股权投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

（CAS 2）、《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CAS 22）等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股权投资业务中，由于

投资对象、投资目的、投资方式等不同，企业股权投资业务的

会计核算方法也不一样。因此，企业对公益股权捐赠业务进

行会计处理时，需区分企业用于公益性捐赠的股权投资类型

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捐赠企业用于公益性捐赠的股权投资，

若属于其持有的非上市企业股权投资，在会计核算上主要涉

及长期股权投资业务；若为其持有的上司公司股票类股权，

其主要涉及长期股权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业务的会计处理。

1. 企业将长期股权投资用于公益性捐赠的会计处理。

CAS 2规定，根据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是否具有控制、共同控

制、重大影响等关系，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权益法对该长期股

权投资进行后续会计处理。在成本法下，一般来说，只有当对

被投资单位增加或减少投资以及对该股权投资计提减值时，

才需对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进行会计处理。在权益法

下，当被投资方实现净损益、除净损益外的所有者权益发生

变化、增加或减少投资以及对该股权投资计提减值时，均需

对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其中，对于被投资单

位所实现的净损益按应分享（或负担）份额通过“长期股权投

资——损益调整”科目进行核算，对于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外

的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化的，按应享有（或承担）份额通过“长

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科目核算。

由于企业长期股权投资后续核算方法不同，当投资方将

该类股权投资用于公益性捐赠时，其会计处理方法亦不一

样。具体来说，对于采用成本法进行后续处理的长期股权投

资，需结转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由于企业将股权用于

公益捐赠属于偶然性行为，而非经营管理活动，因此结转的

长期股权投资按账面价值记入“营业外支出——公益捐赠支

出”科目。对于采取权益法进行后续处理的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将其对外进行公益性捐赠时，同样需将其账面价值结转，

转入“营业外支出——公益捐赠支出”科目，同时将与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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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相关的所有者权益金额（“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或“其他综合收益”科目金额），也转入

“营业外支出——公益捐赠支出”科目。

2. 企业将股权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用于公益性捐赠的

会计处理。企业如果将取得的股权投资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根据CAS 22的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按取得该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其初始确认

金额，记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科目。对于其在后

续期间的会计核算，应以公允价值计量，即按其持有期间公

允价值变动金额计入所有者权益（“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因

此，捐赠企业将该类股权投资用于公益性捐赠时，应结转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转入“营业外支出——公益捐赠

支出”科目；同时，将用于公益性捐赠的该类股权投资因在持

有期间核算的公允价值变动而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科目的

金额，转入“营业外支出——公益捐赠支出”科目。会计分录

为：借：营业外支出——公益捐赠支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或贷记）；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

本，其他综合收益（或借记）。

3. 企业将股权类交易性金融资产用于公益性捐赠的会

计处理。企业将取得的股票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根

据CAS 22的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采取公允价值计量，持有

期间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

目）。捐赠企业将该类股权投资用于公益性捐赠，视为转让该

项股权类交易性金融资产，首先结转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

值，转入“营业外支出——公益捐赠支出”科目，然后对持有

期间核算的公允价值变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金额）

结转至“营业外支出——公益捐赠支出”科目。会计分录为：

借：营业外支出——公益捐赠支出，交易性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或贷记）；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或借记）。

（二）税务处理

根据财税［2016］45号文件的规定，企业将其持有的其他

企业股权或上市公司股票（股权）对外进行公益性捐赠，企业

所得税处理上应视为转让股权。该类公益性捐赠业务，以该

捐赠股权取得时的历史成本作为股权转让收入，计入应税收

入总额，其金额与该股权取得时会计初始确认金额一致，即

与“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

本”、“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等科目金额一致。

对于该类公益股权捐赠业务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金额的

确定，财税［2016］45号文件规定，“企业实施股权捐赠后，以

其股权历史成本为依据确定捐赠额，并依此按照企业所得税

法有关规定在所得税前予以扣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

面理解：第一，该文件将公益股权捐赠界定为股权转让行为，

按股权历史成本进行税前扣除。第二，在具体确定公益股权

捐赠税前扣除额时，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

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其中，年度利润是

指企业依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大于零的数

额。”可见，在确定公益性捐赠股权历史成本税前限额时，应

该采用会计利润口径，这里的会计利润包含了作为转让股权

行为的公益股权捐赠业务在会计核算上所确认的捐赠支出。

在操作层面上，笔者认为公益股权捐赠税前扣除额应按

如下步骤进行确定：首先，企业将持有股权投资用于公益捐

赠时，根据CAS 2、CAS 22等，结转公益捐赠股权投资的账面

价值，记入“营业外支出”科目，捐赠股权持有期间记入“其他

综合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科目的金额也应结转记

入“营业外收支出”科目，由此确定股权公益捐赠业务在内的

企业会计利润总额。接着，根据前述已确定的会计利润，按

12%比率计算企业公益股权捐赠税前扣除限额。然后，将确定

的扣除限额与企业公益股权捐赠业务在会计上所确认的捐

赠支出金额进行比较，根据孰低原则确定其允许税前扣除的

公益性捐赠股权历史成本限额。最后，将确定的允许税前扣

除的公益性捐赠股权历史成本限额与其历史成本金额进行

比较，根据孰低原则，确定最终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股权历史成本额（捐赠额）。

对于上述操作步骤，按以下数学形式分析和表达更加清

晰：首先，根据税法和相关会计处理确定三项指标，分别表示

为：①扣除限额；②会计上确认的公益性捐赠股权支出额；

③公益性捐赠股权历史成本。然后，对比指标①与②，根据孰

低原则，确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股权历史成本限

额”（指标④），可表示为④=min（①，②）。最后，将确定的指标

④与公益性捐赠股权历史成本（指标③）进行比较，再次根据

孰低原则，确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股权历史成本

额（捐赠额）”（指标⑤），该关系可表示为⑤=min（③，④）=

min［③，min（①，②）］=min（①，②，③）。因此，确定允许税前

扣除的公益性捐赠股权历史成本额（捐赠额），实际上就是对

比上述三项指标，按照孰低原则确定。

由此可见，企业将其持有的股权投资用于公益性捐赠

时，虽视为股权转让行为，并以其取得时历史成本确认应税

收入，但是与该公益性捐赠行为相关的股权投资初始历史成

本并非一定能全额扣除，这与在一般应税业务中与取得应税

收入相关的合理支出（包括取得成本）允许税前全额扣除的

规定不同。

在上述公益捐赠股权历史成本税前扣除额确定后，还需

根据“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股权历史成本额（捐赠

额）”（指标⑤）与“会计上确认的公益性捐赠股权支出额”（指

标②）之间的差异，对企业会计利润进行纳税调整，以确定其

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具体来说，当⑤=①时，应按②-⑤差额做

调增；当⑤=②时，不需进行纳税调整；当⑤=③时，应按②-⑤
差额做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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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解析

例：甲企业为2001年5月成立的上市公司，截至2016年4

月 30日，其上市流通股本为 2亿股，每股市价 15元。该企业

2016年5月决定，将其持有的相关股权投资于我国相关公益

性社会团体捐赠。

（1）将持有的乙企业（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的 2%捐赠

给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以支持中国少年儿童公益事业。截至

捐赠时，甲企业对乙企业股权投资的信息记录为：持股比例

为 40%，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25000万元，其中“成本”、

“损益调整”和“其他权益变动”明细科目金额分别为20000万

元、4000万元和1000万元。

（2）将持有的丙公司（上市公司）股票股权的 5%向中国

扶贫基金会捐赠，其持有丙公司股权投资的信息记录为：截

至捐赠时，持有丙公司股票 2000万股，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进行会计核算，其账面价值为 12000万元，其中：“成本”

明细科目金额为 1000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明细科目金额

为2000万元。

（3）2016年 10月，甲企业决定将其持有的划分为交易性

金融资产的股票投资中的 5%捐赠给中华慈善总会。捐赠时

该股权投资的信息记录为：账面价值为 5000万元，其中“成

本”明细科目金额为 550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明细科目金

额为500万元。

假设甲企业当年再无其他公益性捐赠，该企业当年实现

会计利润总额为 1.1亿元（未包含上述三笔公益捐赠业务），

其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一）会计处理

甲企业三笔股权投资捐赠均属于财税［2016］45号文件

规定的公益股权捐赠行为，可以享受该文件所规定的所得税

优惠政策。

1. 确定股权转让收入。根据财税［2016］45号文件的规

定，三笔捐赠业务的股权转让收入应按照其取得时的历史成

本来确定，即第（1）~（3）笔捐赠业务的所得税应税收入分别

为 400 万元（20000×2%）、500 万元（10000×5%）、275 万元

（5500×5%），其股权转让收入总额为1175万元。

2. 确定三笔公益股权捐赠业务的会计损益并进行会计

处理。第（1）笔捐赠业务的会计处理为：借：营业外支出——

公益性捐赠 500；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400（20000×

2%）、——损益调整 80（4000×2%）、——其他权益变动 20

（1000×2%）。同时，借：其他综合收益20；贷：营业外支出——

公益性捐赠 20。第（2）笔捐赠业务的会计处理为：借：营业外

支出——公益性捐赠 600；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500（10000×5%）、——公允价值变动 100（2000×5%）。同时，

借：其他综合收益 100；贷：营业外支出——公益性捐赠 100。

第（3）笔捐赠业务会计处理为：借：营业外支出——公益性捐

赠250，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25（500×5%）；贷：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75（5500×5%）。同时，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25；贷：营业外支出——公益性捐赠25。上述三笔

公益性捐赠业务会计上确认的捐赠支出金额合计为 1255万

元［500+（-20）（贷方）+600+（-100）（贷方）+275］，使企业

当年会计利润减少 1255万元。此外，上述三笔公益性捐赠股

权投资的历史成本分别为：400万元（20000×2%）、500万元

（10000×5%）、275万元（5500×5%），合计金额为 1175万元。

（二）税务处理

1. 确定甲企业当年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股权捐赠限额。

考虑三笔公益性捐赠业务的影响，企业当年会计利润总额为

9745万元（11000-125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

定，甲企业当年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限额为

1169.4万元（9745×12%）。

2. 确定甲企业三笔公益捐赠股权投资税前允许扣除的

捐赠额。对比税前扣除限额（1169.4万元）与会计上确认的公

益性捐赠股权支出额（1255万元），根据孰低原则，确定允许

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股权历史成本限额为1169.4万元。将

允许税前扣除的股权历史成本限额与该公益性捐赠股权历

史成本（1175万元）比较，根据孰低原则，可确定甲企业公益

性捐赠股权允许在税前扣除的历史成本额（捐赠额）为

1169.4万元。

可见，甲企业用于公益性捐赠的股权投资历史成本并不

能在税前全额扣除。其实，根据本文分析，可直接将“扣除限

额（1169.4万元）”、“会计上确认的公益性捐赠股权支出额

（1255万元）”、“公益捐赠股权历史成本（1175万元）”三项指

标进行比较，最小金额为“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股权

历史成本额（捐赠额）”，即 1169.4万元，两种方法结果一致。

由此，可确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应调增 85.6 万元（1255-

1169.4）。

3. 确定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税额。根据

［2016］45号文件的规定及前述分析，甲企业当年公益性捐赠

股权应确认股权转让收入1175万元，允许税前扣除公益性捐

赠股权历史成本额（捐赠额）为 1169.4万元。因此，当年应纳

税所得额为 11005.6万元（11000+1175-1169.4），据此，可计

算确定该企业当年应交企业所得税额为 1650.84 万元

（1100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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