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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会计实务中，会计人员对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方法并不统一，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质

量。或有对价安排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以现金结算的业绩承诺补偿，二是以股份结算的业绩承诺补偿。本文以方正证券

收购民族证券为例，从或有对价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收到补偿三个方面指出现有企业合并中或有对价会计处理方法存

在的问题，发现：或有对价协议的性质类似于期权，或有对价的本质符合金融资产的定义，所以应将其确认为金融资产，而

且可借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对或有对价进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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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中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探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完

善，并购业务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企业间的并购方式

越来越灵活，定价机制也日趋多样化。并购方出于自身需要

或监管要求，往往会要求被并购方原股东对其所出售资产的

未来业绩做出承诺，并根据承诺实现情况调整交易价格，这

是近年来比较典型的一种交易机制——或有对价安排。目前

关于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无论是从实务操作角度还是从理

论研究角度看来，都很不成熟的。实务界对或有对价的会计

处理方法并不统一，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严重影响了会计信

息的质量；学术界对或有对价的研究较少，且相互之间观点

不一致，研究不系统、不全面，罕有基于现实案例的具体研

究。针对这一学术研究中亟待填补的空白，本文以方正证券

收购民族证券为例，对企业合并中或有对价的会计问题进行

了深入、全面的探讨。

一、案例简介

方正证券于2014年8月公布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

书（修订稿）》中说明：“方正证券通过向民族全体股东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民族证券 100%股权，民族证券全体股

东以截至本次交易股权交割日各自所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

（合计 100%的股权）按比例认购方正证券新增发行股份；交

易完成后民族证券成为方正证券全资子公司，民族证券各股

东成为方正证券股东。”

本次交易的交易基准日为 2013年 8月 31日。民族证券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暨最终交易价格为1298449.75万元。本

次方正证券新增发行股票的价格为6.09元/股，每股面值为1

元，共发行股份2132101395股。

在本次方正证券控股合并民族证券的案例中，业绩承诺

补偿协议的运行机制为：当被合并方业绩指标无法达到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指标时，即触发业绩补偿，根据

双方事先约定好的算法，计算出业绩补偿义务人应承担的现

金补偿或股份补偿，并在条件成熟时完成补偿。双方约定，

2013年、2014年民族证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53803672.83元

和 169184040.11元。当净利润指标未实现时，业绩承诺补偿

的计算方法如下：

（1）以现金结算的业绩承诺补偿计算方法：

当年应补偿现金=（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

润－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针对该指标已

补偿现金

（2）以股份结算的业绩承诺补偿计算方法：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承诺期承诺净

利润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针对该

指标已补偿股份数

这部分股份将由公司以1元的总价款直接定向回购并予

以注销。

业绩补偿为逐年补偿，各年计算的民族证券原股东应补

偿股份数或应补偿现金小于0时，按0计算，即已经补偿的股

份或现金不冲回。

二、现行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方法

（一）以现金结算的或有对价

1. 初始确认。在企业合并发生日，几乎所有公司都不会

对或有对价进行初始确认。按此做法，方正证券无需对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进行初始确认。

2. 后续计量。按照市场通行做法，因为没有对或有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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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初始确认，因此绝大多数企业也不会对其进行后续计

量。按此做法，方正证券也无需对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进行后

续计量。

3. 收到 2014年业绩承诺补偿。方正证券收到该笔补偿

款时的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5380367.28

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5380367.28

2014年年末民族证券原股东应补偿现金=（169184040.11+

153803672.83）-（153803672.83+153803672.83）=15380367.28

（元）

（二）以股份结算的或有对价

1. 初始确认。在企业合并发生日，几乎所有公司都不会

对或有对价进行初始确认。按此做法，方正证券无需对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进行初始确认。

2. 后续计量。截至 2013年年末，并未发现有公司对股份

形式的或有对价进行后续计量。按此做法，方正证券也无需

对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进行后续计量。

3. 收到2014年业绩承诺补偿。

2014 年 年 末 民 族 证 券 原 股 东 应 补 偿 股 份 数 =

［ （169184040.11 + 153803672.83） - （153803672.83 +

153803672.83） ］/（153803672.83 + 169184040.11） ×

12984497500/6.09-0=101528638（股）

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方正证券将以 1元的总价款

回购民族证券原股东应补偿的股份总数。我国上市公司在收

到股份形式的或有对价时，普遍做法是直接将该部分股份以

面值注销。按此做法，方正证券在收到该股份形式补偿时的

会计处理为：

借：库存股 1

贷：银行存款 1

借：股本 101528638

贷：库存股 1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1528637

三、现行或有对价会计处理方法存在的问题

（一）初始确认存在的问题

就本案例来看，方正证券实质上拥有一份在未来业绩不

好时向民族证券原股东收取补偿的权利，这份权利类似于欧

式看跌期权，当民族证券在未来某固定时点的业绩未达到预

期时，方正证券即可选择行权，从民族证券原股东那里获得

现金或股份形式的补偿。毫无疑问，这份权利本身是有其价

值存在的。

对于签订了业绩补偿协议的企业合并而言，合并方所

付出的对价中其实包含了合并价款与该或有对价的价款。如

果按照现在的普遍做法，不在会计上确认该或有对价，而直

接将该或有对价的价值计入企业合并成本，这无疑高估了被

合并企业的价值，不符合谨慎性、实质重于形式等会计计量

原则。

综上所述，对于签有业绩补偿协议的企业合并，在合并

日不对或有对价进行初始确认是不正确的。

（二）后续计量存在的问题

1. 不进行后续计量。如上文所述，由于不进行初始确认，

绝大多数企业也不会对或有对价进行后续计量。既然不进行

初始确认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由此导致的结果自然

也是没有依据的。而且，或有对价本质上是金融资产，不对金

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违反了会计准则。

2. 将估计数计入营业外收入。少部分企业会将未来可能

收到的现金形式补偿的估计数确认为资产，并计入营业外收

入，美其名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其实完全不符合逻辑。

在没有确认金融资产的前提下直接确认了业绩承诺补

偿款，这本质上是将或有对价直接确认为一项应收款项。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规定，对于或有

事项，或有资产的确认条件是：“企业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

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金额只有在基本确定

能够收到时才能作为资产单独确认。确认的补偿金额不应当

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也就是说，或有资产的确认需满

足两个条件，一是相关义务已确认为预计负债，二是企业清

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费用预期由第三方补偿，且

该补偿基本确定能够收到。结合本案例来看，企业并不需要

确认预计负债，因此确认该或有资产更是无从谈起。这种做

法也会导致较为严重的后果，因为企业在确认该笔收入时完

全是凭主观估计，其过程及结果无法验证，为企业操纵利润

提供了空间。

（三）收到补偿时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1. 将现金形式补偿直接计入股本溢价或营业外收入。对

于现金形式的补偿，无论是计入股本溢价，还是计入营业外

收入，其实都难以自圆其说。

首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中关于

“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的规定：“资本公积科目核算企

业收到投资者出资额超出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额

的部分。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也通过本科目

核算。”就本交易而言，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双方

在交易达成前并不存在关联关系，现金补偿绝非补偿义务人

自愿出资，而是基于交易时达成的合同条款所必须承担的义

务，这种行为本身是双方的一种公平交易行为，将其直接认

定为投资者出资不合逻辑，因此不应记入“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科目。

其次，《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

主要账务处理”规定：“营业收入科目核算企业发生的各项营

业外收入，主要包括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利得、债务重组利得、政府补助、盘盈利得、捐赠利得等。”

由此可见，营业外收入分为两种：一种是处置非流动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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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一种为企业无偿获利。现金补偿收入显然不属于第一

种，判断其是否属于第二种营业外收入的关键就在于并购方

有没有无偿获利。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并购方并非

无偿获利，并购方为了获取业绩承诺补偿的权利其实是支付

过潜在对价的。因此，将现金形式的补偿计入营业外收入也

不合理。

最后，从协议签署的目的来看，合并方签订该类协议的

目的之一是锁定未来收益，防止未来被收购企业业绩不达预

期而对本身业绩产生较大影响，保护投资者利益。众所周知，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标，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资格、上市资格等息

息相关，将该笔收入记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营业

外收入”科目，也无法达到保护公司业绩的目的。

2. 将股份形式补偿直接以面值冲减股本。在收到股份补

偿时，直接以收到的股份面值冲减股本并调增“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此种做法同样不合理。除与现金补偿相同的

原因外，这种会计处理方法也不符合经济实质，只是为了满

足复式记账的形式需要而生搬硬套。以一种极端情况为例，

假如被并购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利润为零，则并购方可以

以1元的价款回购被并购公司原股东在本次交易中所得的全

部股份，从经济实质上看，并购方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

了一定金额的资产，如果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相当

于通过正常交易从外界取得了收益。若按此种会计处理方

法，这笔交易在会计上的最终结果为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和

资本公积同时增加，这一结果与被并购公司原股东将公司无

偿捐赠的处理结果并无差别，但这两种行为的性质与产生的

经济后果却是完全不同。

四、改进建议

（一）现金形式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

1. 初始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于以现金结算的业

绩承诺补偿而言，这份权利的实质是“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从

其他单位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CAS 22）中对金融资产的定义，当“企业拥有从其他单位收

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或者“在潜在有利条件

下，与其他单位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权利”时，符

合金融资产的确认条件。方正证券所拥有的权利其实是上述

两种权利的融合，其实质是“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从其他单位

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所以应当将其可能

取得的或有对价确认为金融资产。

由于净利润指标为非金融变量，且该变量与合并双方存

在特定关系，因此根据CAS 22的规定，该合同为非衍生工

具，现金形式的或有对价应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因为该金融资产性质类似于期权，因此在对其进行估值

时可以考虑使用期权估值模型，本文选取Black-Scholes期权

定价模型对或有对价进行估值，并对模型做出一定的修改，

以匹配该业务的特征。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是以股票

价格为基础变量计算期权价值的，而本模型将以被并购方年

度净利润替代股票价格作为基础变量。在原模型中，r指连续

复利的年度无风险利率，与股票收益率同质，代指投资者能

够获得的最高无风险报酬率。但在本模型中，由于难以定义

净利润的无风险增长率，因此假设净利润的无风险增长率同

样是无风险利率。此假设的逻辑在于，企业是追求超额利润

的，如果没有超额利润，那么企业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经营下

去，因此，在没有现金分红，企业采取最保守经营方式的情况

下，能够达到的净利润增长率为净资产增长率，即本年度净

利润率，假设其为无风险利率。

修改后的现金形式或有对价估值模型如下：

P=S［N（d1）-1］-Xe-rt［N（d2）-1］

其中：

式中：P表示现金形式或有对价的当前价值；S表示业绩

承诺期上期净利润；N（d）表示标准正态分布中离差小于d的

概率；X表示承诺净利润；e表示自然对数的底数；r表示连续

复利的年度无风险利率；t表示业绩承诺期限；σ表示连续复

利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的标准差。

连续复利的年度无风险利率 r并非常见的年复利，其计

算方式如下：

r=( In FV
PV )/T

式中：FV表示国债现值；PV表示国债终值；T表示国债

期限。

根据上述公式对现金形式的或有对价进行估值。结合本

案例来看，民族证券原股东总共做了2年的业绩补偿承诺，对

“当年应补偿现金”进行分析：

当年应补偿现金=（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

润－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针对该指标已

补偿现金=（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承

诺期每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截至承诺期上期期末累计

承诺净利润－截至承诺期上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

因此，每年的或有对价价值=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

净利润看跌期权价值-截至承诺期上期期末累计净利润看跌

期权价值，其中截至承诺期上期期末累计净利润类看跌期权

需要延迟一年才能收到现金。

设每年的或有对价价值为Vn，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

净利润看跌期权价值为Pn，则Vn=Pn-Pn-1/（1+r）。

该案例中的或有对价可以拆分为行权期限分别为1年和

2年的两份或有对价。其中行权期限为 1年的或有对价要求

d1=
In S

N +(r + σ2
2 )t

tσ

d2= d1- t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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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证券在2013年净利润达到153803672.83元以上，行权期

限为 2年的或有对价要求民族证券在 2013年与 2014年两年

合计净利润达到 322987712.94元以上。通过查询公开资料，

可以获得 2005 ~ 2012年民族证券历年的净利润，经过计算，

连续复利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的标准差σ1与连续复利的两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的标准差σ2 分别为 131.24%与 286.77%

（详见表1、表2）。

对行权期为2013年的第一份或有对价进行估值时，民族

证券业绩承诺期前一年的净利润 S1为 91032494.28元，2013

年承诺净利润 X1为 153803672.83 元，业绩承诺期限 t1为 1

年。对于连续复利的年度无风险利率 r的计算，严格来说，这

里应当选取市场中期限相同或相近的国债的市场价格作为

国债现值，选取该国债的到期本息作为国债终值。但由于业

绩承诺期前一年净利润 S1为 2012年度的数据，现在已经难

以获得 2012年 12月 31日的市场数据，为使研究得以顺利进

行，选取当日相同期限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替代。经过

查询，2012年 12月 31日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 3%，

以此为基础计算出的连续复利的年度无风险利率 r1 为

2.96%。

将上述变量带入模型可得，截至2013年期末累计净利润

看跌期权公允价值P1为 91307234.34元，则 2013年或有对价

公允价值V1=P1=91307234.34（元）。

对行权期为2014年的第二份或有对价进行估值时，民族

证券业绩承诺期前两年净利润S2合计163510090.78元，截至

2014年累计承诺净利润X2为 322987712.94元，业绩承诺期

限 t2为2年。2012年12月31日的二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

3.75%，因此两年度的无风险利率为 7.5%（3.75%×2），以此为

基础计算出的连续复利的两年度无风险利率 r2为7.23%。

将上述变量带入模型可得，截至2014年期末累计净利润

看跌期权P2公允价值为270447402.16元，则2014年或有对价

公允价值V2=P2-P1/（1+r2）=185296572.78（元）。但此时存在

一个问题，通过业绩补偿计算方法可以看出，由于采用逐年

补偿的方法，2014年补偿总金额不会超过 169184040.11元，

如将其看作期权，则意味着2014年或有对价公允价值不应超

过期限为 2年、2014年单年承诺净利润为 169184040.11元的

看跌期权P2
∗的价值V2

∗，即V2≤V2
∗。

对P2
∗进行估值，民族证券业绩承诺期前一年的净利润

S2
∗为91032494.28元，2014年承诺净利润X2

∗为169184040.11

元，业绩承诺期限 t2为2年，连续复利的两年度无风险利率 r2
为7.23%。将这些变量带入模型可得，2014年单年净利润看跌

期权的价值V2
∗为106266890.95元。

综上所述，V2取值为106266890.95元。

因此，在 2013年 8月 31日（企业合并日），个别报表中的

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12786923370.2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第一年或有对价 91307234.3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第二年或有对价 106266890.95

贷：股本 2132101395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852396100.55

2. 将已失效的或有对价计入投资损失。在 2013年 12月

31日，确认民族证券完成承诺业绩，方正证券取得第一年或

有对价的条件已失效，因此应注销第一年或有对价，将其视

为投资损失，会计处理如下：

借：投资收益 91307234.34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第一年或有对价

91307234.34

3. 后续计量确认公允价值变动。对于方正证券而言，该

或有对价协议已被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

计量，当公允价值变动时，应调整其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并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这样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更能够体现该

协议的内在价值变动，有助于报表使用者利用会计信息做出

决策。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平均值

标准差

净利润

-158215459.60

145122914.08

590493518.31

111136453.27

475913044.41

312802418.96

72477596.50

91032494.28

205095372.53

连续复利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

107.06%

140.34%

-167.02%

145.45%

-41.97%

-146.23%

22.79%

8.63%

131.24%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平均值

标准差

净利润

-158215459.60

145122914.08

590493518.31

111136453.27

475913044.41

312802418.96

72477596.50

91032494.28

两年净利润
总和

-13092545.52

701629971.58

788715463.37

163510090.78

410190745.05

连续复利的
两年度净利润

增长率

401.80%

11.70%

-157.35%

85.38%

286.77%

表 1 2012年年末连续复利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标准差
金额单位：元

表 2 2012年年末连续复利的两年度净利润增长率标准差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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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31日应根据最新得到的信息，对第二年或

有对价进行后续计量。此时，应将承诺期上一年的净利润由

2012 年 净 利 润 91032494.28 元 调 为 2013 年 净 利 润

153803672.83元，因为前一年净利润并未超出承诺的净利润，

所以2014年仍需至少实现169184040.11元的净利润，将承诺

净利润由 2013年承诺净利润 153803672.83元调为 2014年承

诺净利润169184040.11元。

2013年12月31日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以

此为基础计算出的连续复利的年度无风险利率为 2.96%。连

续复利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的标准差σ1根据2013年最新净

利润进行调整，调整结果如表3所示。

经过计算，第二年的或有对价公允价值 V2 变为

78435728.70元，比上年下降了 27831162.25元。因此，此时应

对其进行重新计量，确认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并将差额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其会计处理如下：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7831162.25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第二年或有对价

27831162.25

4. 收到补偿时计入投资收益。2014年12月31日，民族证

券实现净利润 153803672.83元，比承诺净利润 169184040.11

元低15380367.28元，方正证券可以就此差额获得现金补偿，

本案例中的或有对价已被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该笔收

入应该视为行权时的资本利得，直接将本次收入与或有对价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同时将以前年度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一并转入投资收益。会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15380367.28

投资收益 63055361.42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第二年或有对价

78435728.70

借：投资收益 27831162.25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7831162.25

（二）股份形式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

1. 初始确认时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于以股份结

算的或有对价而言，当民族证券业绩达不到预期时，方正证

券可以以总价1元直接定向回购民族证券原股东需要补偿的

股份并予以注销。这份权利的实质是“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从

其他单位收取非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的合同权利”。因

为收取的是非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所以从概念上来

说，这份权利也符合金融资产的定义。

同样，由于净利润指标为非金融变量，且该变量与合并

双方存在特定关系，因此根据CAS 22的规定，该合同为非衍

生工具，股份形式的或有对价也应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可以利用股份形式或有对价与现金形式或有对价之间的

数量关系对股份形式或有对价进行估值。

现金形式或有对价补偿额的计算方法为：

当年补偿现金+针对该指标已补偿现金=（截至承诺期

每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实际净

利润）/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 （1）

股份形式或有对价补偿额的计算方法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公允价值+针对该指标已补偿股份公允

价值=（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承诺期

每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

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计量日当日股价 （2）

由式（2）除以式（1）可得：

（当年应补偿股份公允价值+针对该指标已补偿股份公

允价值）/（当年应补偿现金+针对该指标已补偿现金）=（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计量日当日股价）/（承诺期承诺净利润

总和×本次发行价格） （3）

以每次的重新计量日为基准日，则：

a=每年应补偿股份公允价值/每年应补偿现金=（标的资

产的交易价格×计量日当日股价）/（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

和×本次发行价格） （4）

鉴于股份形式的或有对价与现金形式的或有对价之间

的关系，此处无须再对股份形式的或有对价进行估值，只需

用现金形式或有对价的价值乘以一个常数即可得到股份形

式或有对价的价值。

2013年8月31日，计量日当日股价为6.09元/股，将其带

入式（4），可得：

a=12984497500×6.09/［（153803672.83+ 169184040.11）×

6.09］=40.2

因此，该股份形式的或有对价第一年与第二年公允价值

分别为：

V1=91307234.34×40.2=3670661478.78（元）

V2=106266890.95×40.2=4271929016.19（元）

2013年8月31日（企业合并日）方正证券的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5041907000.58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平均值

标准差

净利润

-158215459.60

145122914.08

590493518.31

111136453.27

475913044.41

312802418.96

72477596.50

91032494.28

153803672.83

199396294.78

连续复利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

107.06%

140.34%

-167.02%

145.45%

-41.97%

-146.23%

22.79%

52.45%

14.11%

122.49%

表 3 2013年年末连续复利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标准差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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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第一年或有对价

3670661478.7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第二年或有对价

4271929016.19

贷：股本 2132101395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852396100.55

2. 将已失效的或有对价计入投资损失。2013年 12月 31

日确认民族证券完成承诺业绩，方正证券取得第一年或有对

价的条件已失效，因此应终止确认第一年或有对价，将其视

为投资损失，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借：投资收益 3670661478.78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第一年或有对价

3670661478.78

3. 后续计量确认公允价值变动。与现金形式的或有对价

一样，股份形式的或有对价也应被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当公允价值变动时，调整其公允价值

变动金额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013年 12月 31日应根据最新得到的信息，对第二年或

有对价进行后续计量。需要注意的是，在计算股份形式或有

对价价值时，应考虑股价的变动，对“计量日当日股价”进行

调整。2013年年末方正证券股价跌至5.91元/股，此时股份形

式的或有对价与现金形式的或有对价之间的比例 a的计算过

程如下：

a=12984497500×5.91/［（153803672.83+ 169184040.11）×

6.09］=39.01

因此，该股份形式的或有对价第二年公允价值为：

V2=78435728.70×39.01=3060012987.57（元）

V2比上一年公允价值下降了 1211916028.62元，此时应

对其进行重新计量，确认公允价值变动，并将差额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其会计处理如下：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211916028.62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第二年或有对价

1211916028.62

4. 收到补偿时计入投资收益。2014年12月31日，民族证

券实现净利润 153803672.83元，比承诺净利润 169184040.11

元低 15380367.28元，方正证券可以就此差额获得股份补偿

101528638股。本案例中的或有对价已被确认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该笔股份补偿公允价值与或有对价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应计入投资收益，同时，将以前年度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额转入投资收益。

以 2013年 8月 31日为复权基准日，对 2014年 12月 31日

的收盘价进行定点复权，方正证券2014年年末股票收盘价为

14.09 元/股，本次收到股份补偿公允价值为 1430538509.42

元。会计处理如下：

借：库存股 1430538509.42

投资收益 1629474478.15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第二年或有对价

3060012987.57

借：投资收益 1211916028.62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211916028.62

注销股份时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股本 101528638

资本公积 1329009871.42

贷：库存股 1430538509.42

五、结语

在实务中，我国会计人员对于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五花

八门，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指

出或有对价协议的性质类似于期权，也符合会计准则中对金

融工具的定义，应考虑将其确认为金融工具，并按照或有对

价的性质将其分类为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在对

或有对价进行后续计量时，应根据其分类参照相应的会计准

则进行处理。在对或有对价进行估值时，可参照期权估值模

型，并根据不同类型或有对价的性质选择合适的估值方

法。鉴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中或有对价会计处理的现象，亟

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范。首先，应出台相关准则或指

南明确或有对价的性质；其次，应对或有对价的评估与审计

做出规定，注重或有对价评估的可验证性，避免出现会计操

纵行为；最后，完善披露制度，对或有对价的信息披露做出具

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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