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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内分期收款交易

递延所得税的合并抵销处理

【摘要】企业集团内部，母子公司及子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交易，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会产

生较复杂的合并抵销处理问题，由此产生的递延所得税项目（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下同）的抵销又是合并

抵销处理的难点，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未对此作出具体说明。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提出相关项目在本期及以后各期的合并抵

销处理方法，以供实务工作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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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商品交付给购货方，若货款分期收回（一般为3年

以上），此交易超过了正常信用条件，其实质是具有融资性质

的分期收款交易。销售方作为商品出售的货物，购货方购入

后有可能作为固定资产，也有可能作为存货。实务中购货方

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居多，本文只讨论此种情况下发生在企

业集团内部的母子公司之间或子子公司之间，分期收款交易

形成递延所得税项目的合并抵销处理问题。

一、递延所得税项目合并抵销处理的范围

集团内部发生的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商品交易，由

于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法的规定不同，致使母公司或子公司按

照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时，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站在企业集团角度看，内部商品交易只是物品存

放地点的改变，不会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

债。为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将分期收款商品交易所

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资负债进行合并抵销

处理。其抵销项目范围包括：

1. 销售方因出售商品或计提坏账准备而产生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抵销。①“长期应收款”项目的

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一致而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抵销；

②“存货”项目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一致而产生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抵销；③“长期应收款”项目计提（回转）坏账准备

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抵销。

2．购货方购入商品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及计提减值准备

而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抵销。①“固定

资产”项目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一致而产生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抵销；②“长期应付款”项目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一致

而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抵销；③固定资产发生减值产生递

延所得税资产的抵销。

二、分期收款交易发生当年产生递延所得税项目的合并

抵销处理

（一）“长期应收款”项目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抵销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集团内部分期收款交易发生

时，销售方按照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总额，借记“长期应收款”

科目，按照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现值，即本金部分），

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按照两者的差额（利息部分），贷

记“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税法规定，销售方应按照合同或

协议约定的收款日期及金额确认收入（不考虑现值及未实现

融资收益）。由于会计和税法确定收入的原则、金额、时间不

同，会计上形成了“长期应收款”项目，而税法上不予承认，导

致资产负债表中长期应收款的账面价值（“长期应收款”科目

余额-“未确认融资收益”科目余额-“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科目余额）与计税基础（为零）不同，长期应收款的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产生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了递延所得

税负债。为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予以抵销，借记“递

延所得税负债”项目 ，贷记“所得税费用”项目。

（二）“存货”项目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销

由于会计和税法确定主营业务收入的原则、金额、时间

不同，导致了主营业务成本确认原则、结转的金额及时间不

同。销售方进行分期收款交易，会计上在销售实现时一次性

全额结转主营业务成本，而税法上是分次结转主营业务成

本，这样会使资产负债表中存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一

致。存货账面价值（为零）小于计税基础（未结转的存货成

本），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在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予以抵销，借记“所得税费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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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

（三）“长期应收款”项目计提坏账准备产生递延所得税

负债的抵销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

当企业的应收款项发生减值时，应当将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

减记至预计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税法不承认分期收款交易形成的长期应收

款，更不存在税前扣除问题。由于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

不同，资产负债表日，长期应收款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为零），其差额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企业集团在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时必须予以抵销，借记“递延所得税负债”项目，

贷记“所得税费用”项目。

（四）“固定资产”项目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销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规定，购买固定资

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

质，固定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支

付的价款与买价现值之间的差额（利息支出）确认为未实现

融资费用，在信用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税法规

定，外购的固定资产不区分是否具有融资性质，均以购买价

款及相关支出为计税基础。由此可见，会计上初始确认的固

定资产入账价值小于按税法规定的入账价值。由于此差异的

存在，固定资产在使用期间会计上计提的折旧额小于按税法

规定计提的折旧额，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

税资产。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予以抵销，借记“所得税

费用”项目 ，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

（五）“长期应付款”项目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抵销

会计上，长期应付款应当按照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总额入

账，其入账价值包含合同或协议价款的现值及未确认融资费

用（利息支出），而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价值为长期应付款账面

余额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税法规定，未确认融资费用已作

为固定资产入账价值的组成部分，以折旧费的形式作为企业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项，不得再将未确认融资费用作

为利息费用扣除，所以税法上不允许抵扣未确认融资费用，

计税基础为未收回的合同或协议价总额，即长期应付款的账

面余额。资产负债表日，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

础，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在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时，应予以抵销，借记“递延所得税负债”项目，贷

记“所得税费用”项目。

（六）固定资产发生减值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销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固定资

产价值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如发现固定资产的可

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可按照规定计提减值准备，但税法

不予承认，企业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不得在税前扣除。

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经减值测试已发生减值的，企业计提

了减值准备，由此形成了递延所得税资产。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时，应予以抵销，借记“所得税费用”项目，贷记“递延所得

税资产”项目。

三、分期收款交易发生当年产生递延所得税项目合并抵

销处理案例解析

例1：2015年1月 1日，甲公司（母公司）采用分期收款的

方式向乙公司（子公司）销售大型生产设备，合同约定的销

售价格为 1000000元（不含增值税），设备成本为 650000元，

分 5次于每年 12月 31日等额付款。在现销方式下，该大型生

产设备的销售价格为800000元（不含增值税）。乙公司购入该

大型生产设备（不需要安装）作为生产用固定资产使用，会计

与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均为5年，且均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预计净残值为零（为了简化处理，2015年度按12个月计提折

旧）。

项 目

分期收款金额（a）

分配融资收益（b）=期初（d）×7.93%

每期收回本金（c）=（a）-（b）

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d）=期初（d）-（c）

长期应收款计税基础（e）

累计应纳税暂时性差异（f）=（d）-（e）

本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g）

确认或转回递延所得税负债（h）=（g）×25%

存货账面价值（i）

存货计税基础（j）

累计可抵扣暂时性差异（k）=（j）-（i）

本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l）

确认或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m）=（l）×25%

2015.1.1

-

-

-

800000

0

-

-

-

0

650000

-

-

-

2015.12.31

200000

63440

136560

663440

0

663440

663440

165860

0

520000

520000

520000

130000

2016.12.31

200000

52610.79

147389.21

516050.79

0

516050.79

-147389.21

-36847.30

0

390000

390000

-130000

-32500

2017.12.31

200000

40922.83

159077.17

356973.62

0

356973.62

-159077.17

-39769.29

0

260000

260000

-130000

-32500

2018.12.31

200000

28308.01

171691.99

185281.63

0

185281.63

-171691.99

-42923.00

0

130000

130000

-130000

-32500

2019.12.31

200000

14718.37∗
185281.63

0

0

0

-185281.63

-46320.41

0

0

0

-130000

-32500

合计

1000000

200000

800000

-

-

-

-

-

-

-

-

-

-

注：∗尾数调整=200000-185281.63=14718.37（元），下同。

表 1 甲公司递延所得税项目计算结果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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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17%，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不考虑其他税费影响。2015年 12月

31日，双方经减值测试，长期应收款及固定资产均未发生减

值（经计算，甲、乙公司实际利率为7.93%）。

甲公司递延所得税项目计算结果，见表1。乙公司递延所

得税项目计算结果，见表2（略去计算过程）。

2015年 12月 31日，母公司（甲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应做如下合并抵销处理（依据表1、表2）。

1. 甲公司“长应收款款”项目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

抵销。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长期应收款

计税基础=663440（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663440×25%=165860（元）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165860

贷：所得税费用 165860

2. 甲公司“存货”项目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存货计税基础-存货账面价值=

520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520000×25%=130000（元）

借：所得税费用 13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30000

3. 乙公司“长期应付款”项目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

抵销。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长期应付款计税基础-长期应付款

账面价值=136560（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136560×25%=34140（元）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34140

贷：所得税费用 34140

4. 乙公司“固定资产”项目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固定资产计税

基础=160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160000×25%=40000（元）

借：所得税费用 4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40000

上述抵销分录可以合并。

递延所得税资产=520000×25%+160000×25%=170000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663440×25%+136560×25%=200000

（元）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200000

贷：所得税费用 3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0000

四、分期收款交易发生以后各期递延所得税项目的合并

抵销处理

（一）年初未分配利润的抵销

企业集团上期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未分配利润

与本期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年初未分配利润金额应该

相同，而本期合并财务报表是以本期母、子公司当期的个别

财务报表为基础编制的，以个别财务报表为基础加总得出的

年初未分配利润与上期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未分配

利润金额之间会产生差额。所以，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必

须将上期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对本期

项 目

分期付款金额（a）

分配融资费用（b）=期初（d）×7.93%

每期应付本金（c）=（a）-（b）

长期应付款账面价值（d）=期初（d）-（c）

长期应付款计税基础（e）

累计应纳税暂时性差异（f）=（e）-（d）

本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g）

确认或转回递延所得税负债（h）=（g）×25%

会计年折旧额（i）

会计累计折旧额（j）

税法年折旧额（k）

税法累计旧额（m）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n）

固定资产计税基础（o）

累计可抵扣暂时性差异（p）=（o）-（n）

本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q）

确认或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r）=（q）×25%

2015.1.1

-

-

-

800000

1000000

-

-

-

-

-

-

-

800000

1000000

200000

-

-

2015.12.31

200000

63440

136560

663440

800000

136560

136560

34140

160000

160000

200000

200000

640000

800000

160000

160000

40000

2016.12.31

200000

52610.79

147389.21

516050.79

600000

83949.21

-52610.79

-13152.70

160000

320000

200000

400000

480000

600000

120000

-40000

-10000

2017.12.31

200000

40922.83

159077.17

356973.62

400000

43026.38

-40922.83

-10230.71

160000

480000

200000

600000

320000

400000

80000

-40000

-10000

2018.12.31

200000

28308.01

171691.99

185281.63

200000

14718.37

-28308.01

-7077.00

160000

640000

200000

800000

160000

200000

40000

-40000

-10000

2019.12.31

200000

14718.37∗
185281.63

0

0

0

-14718.37

-3679.59

160000

800000

200000

1000000

0

0

0

-4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

200000

800000

-

-

-

-

-

-

-

-

-

-

-

-

-

-

表 2 乙公司递延所得税项目计算结果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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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予以抵销，调整本期年初未分配利润

的金额。

调整本期年初未分配利润需要对“长期应收账”项目、

“存货”项目、“长期应付款”项目、“固定资产”项目形成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抵销处理。对于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抵销，借记“未分配利润——年初 ”项目，贷记

“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对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抵销，借记

“递延所得税负债”项目，贷记“未分配利润——年初”项目。

（二）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合并抵

销处理

在分期收款交易信用期内及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期内，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合并抵销处理一直存

在，抵销处理的项目及方法与分期收款交易发生当期相同，

只是金额不同而已，当各项目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发生回转时，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抵销处理要编制相反的抵销分录。

例2：接例1，2016年12月31日，母公司（甲公司）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资料见表1、表2。

2016年 12月 31日，母公司（甲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应做如下合并抵销处理：

1. 年初未分配利润的调整。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20000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3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0000

2. 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抵销。

（1）甲公司“长期应收款”项目回转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抵销。

确认（回转）应纳税暂时性差异=-147389.21（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147389.21×25%=-36847.30（元）

借：所得税费用 36847.3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36847.30

3. 甲公司“存货”项目回转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抵销。

确认（回转）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30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130 0005×25%=-32500（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2500

贷：所得税费用 32500

4. 乙公司“长期应付款”项目回转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抵销。

确认（回转）应纳税暂时性差异=-52610.79（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52610.79×25%=-13152.70（元）

借：所得税费用 13152.7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3152.70

5. 乙公司“固定资产”项目回转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抵销。

确认（回转）可抵扣暂时性差异=-40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40000×25%=-10000（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00

贷：所得税费用 10000

上述抵销分录可以合并。

递延所得税资产=（-130000×25%）+（-40000×25%）=

-42500（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147389.21× 25%）+（52610.79×

25%）=-50000（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42500

贷：所得税费用 75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0000

在长期应收款未计提坏账准备以及固定资产未发生减

值的情况下，2017 ~ 2019年企业集团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的

合并抵销处理与2016年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三）“长期应收款”项目计提坏账准备产生递延所得税

负债的抵销

资产负债表日，销售方对长期应收款进行减值测试，当

预计可收回金额小于其账面价值时，计提坏账准备，由此产

生了递延所得税负债。企业集团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

将递延所得税负债与所得税费用予以抵销。

例3：接例1、例2，假定2017年12月31日，甲公司对长期

应收款进行减值测试，发现其可收回金额为 300000元（账面

价值为356973.62元，见表1），不考虑其他因素。

2017年12月31日，甲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就其

计提的坏账准备做如下合并抵销处理。

甲公司计提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

债 =（356973.62-300000）×25%=14243.41（元）

借：所得税费用 14243.41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4243.41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笔者只对计提坏账准备产生递延所

得税负债的抵销进行了说明。实务工作中，可以将其与“长期

应收款”项目一同进行合并抵销处理。当长期应收款预计可

收回金额得到恢复时，还应抵销因冲减坏账准备而转回的递

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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