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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传统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概念晦涩难懂、原理不够清晰，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难度较大。从数学角度改进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并说明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确认原理与方法，可使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的相关概念更加清楚，原理更浅显、易懂，且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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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可以按照会计准则确定金额，也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确定金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指用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反映

额，本文将按会计准则确定的金额称为项目的会计金额，将

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根

按税法规定确定的金额称为项目的税法金额。项目的会计金

据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关系将涉税业

额与税法金额的定义是从数学角度给出的。也就是说，会计

务分成两类：一是与资产相关的涉税业务；二是与债务相关

金额是遵从会计准则确定的项目金额，而税法金额是遵从税

的涉税业务。但是，该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学习与应用较困

法规定确定的项目金额。

难，不易掌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计税基础的概念，特别

对于一项具体的经济业务，所涉及的项目会计金额与税

是负债的计税基础，不易理解，导致计算“暂时性差异=账面

法金额之间的差异要么为永久性差异，要么为暂时性差异。

价值-计税基础”时可能出错；②当资产的暂时性差异为正数

如果差异为暂时性差异，则有“暂时性差异=会计金额-税法

反，其原理不够清晰；③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计算过程

下面举例说明项目的会计金额与税法金额的确定，以及

（负数）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则相
比较复杂。

要解决以上问题，可以从理论与实务两方面进行分析，

金额”；如果差异为永久性差异，
则暂时性差异为零。
暂时性差异的计算。
例 1：20×6 年 3 月 1 日，甲某为购买房屋，向乙地产公司

如石天唯（2014）基于权益理论下的业主理论对资产负债表

预付了 20 万元的订金。同年 6 月 1 日，甲某支付完剩余房款并

债务法进行解释说明；也可以通过改进现有方法，使之变

与乙地产公司办理了房产交接手续。

“难”为“易”，如孔艳等（2015）提出的新增明细科目（如“资产

20×6 年 3 月 1 日，乙地产公司按会计准则做会计分录：

计税基础”、
“负债计税基础”
），以便于根据会计分录随时计

借：银行存款 20；贷：预收账款 20。按税法规定则应确认主营

算出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业务收入 20 万元，假设税法规定有记录，则：借：银行存款

会计方法（包括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反映的是会计项目
之间的数量关系，所以可以从数学角度厘清其关系。本文
从数学角度考虑问题，给出了改进后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即根据“暂时性差异=会计金额-税法金额”
（
“会计金额”和
“税法金额”的定义从数学角度给出）计算出暂时性差异，并
依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的平衡关系对涉
税业务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
确认。
二、用项目会计金额与税法金额之差计算暂时性差异
基于会计对象的经济性质，会计要素可分为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个要素。对涉及所得税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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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20。
主营业务收入税法金额（按税法规定确定的主营业务收
入金额）=20（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会计金额（按会计准则确定的主营业务收
入金额）=0
该业务所造成的主营业务收入的会计金额与税法金额
之间的差异为暂时性差异，
所以有：
暂时性差异=会计金额-税法金额=0-20=-20（万元）
以上暂时性差异是按收入项目（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
也可以按负债项目（预收账款）计算。预收账款会计金额（按
会计准则确定的预收账款金额）为 20 万元（20-0），预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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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金额（按税法规定确定的预收账款金额）为 0（20-20），则

（2）20×7 年 12 月 31 日，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做会计分录：

该业务预收账款的会计金额与税法金额所形成的暂时性差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60；贷：资本公积

异为 20 万元（20-0）。

——其他资本公积 60。则资本公积会计金额（按会计准则确

例 2：某公司预计会产生产品维修费用 30 万元。

定的资本公积金额）为 60 万元。

按会计准则应做会计分录：借：销售费用 30；贷：预计负
债 30。

此时，税法规定不认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
动（按成本计税），因此，资本公积税法金额（按税法规定确定

按税法规定，预计的产品维修费用不可以计入企业应纳

的资本公积金额）为 0。该业务所造成的资本公积的会计金额

税所得额，实际发生的产品维修费用才可以计入企业应纳税

与税法金额之间的差异为暂时性差异，金额为 60 万元（60-

所得额，因此该业务按税法规定不需要确认销售费用。

0）。

销售费用会计金额（按会计准则确定的销售费用金额）=
30（万元）
销售费用税法金额（按税法规定确定的销售费用金额）=
0（万元）
该业务所造成的销售费用的会计金额与税法金额之间
的差异 30 万元（30-0）为暂时性差异。
以上暂时性差异是按费用项目（销售费用）计算的，也可

以上暂时性差异是按所有者权益项目（资本公积）计算
的，也可以按资产项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算。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会计金额（按会计准则确定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
额）为 560 万元（500+60），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税法金额（按税
法规定确定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额）为 500 万元（500+0）。
该业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会计金额与税法金额所形成的
暂时性差异为 60 万元（560-500）。

以按负债项目（预计负债）计算。预计负债会计金额（按会计

需注意的是，例 1 ~ 例 3 均可以通过收入或费用项目（主

准则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为 30 万元，预计负债税法金额（按

营业务收入、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计算暂时性差异，而本例

税法规定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为 0，则该业务预计负债的会

不论按会计准则还是按税法规定记录，都没有收入或费用项

计金额与税法金额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为 30 万元（30-0）。

目，
因此无法通过收入或费用项目计算暂时性差异。

例 3：用银行存款支付企业筹建费用 20 万元。
按会计准则应做会计分录：借：管理费用 20；贷：银行存
款 20。
按照税法规定，企业筹建费用不能计入当期损益，应在

三、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确认原理及方法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可变形为“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根据等式右边的项目可
知，所有涉及净资产变动的涉税经济业务，除了与收入或者

三年内分摊。若税法规定有记录，则：借：长期待摊费用 20；

费用相关，还可能与所有者权益相关。因此，本文将涉及所得

贷：银行存款 20。

税的经济业务分成两类：一类是可以通过收入或费用项目计

管理费用会计金额（按会计准则确定的管理费用金额）
为 20 万元。税法不认可支付企业筹建费用形成的管理费用，
所以管理费用税法金额（按税法规定确定的管理费用金额）
为 0。该业务所造成的管理费用的会计金额与税法金额之间
的暂时性差异为 20 万元（20-0）。

算暂时性差异的，简称为 A 类，如例 1 ~ 例 3；另一类是通过所
有者权益项目计算暂时性差异的，简称为 B 类，
如例 4。
（一）A 类业务
1. A 类业务中与收入项目相关的业务。对于某笔具体与
收入项目相关的 A 类业务，设收入项目暂时性差异=会计金

以上暂时性差异是按费用项目（管理费用）计算的，也可

额-税法金额=y，根据收入项目会计金额与税法金额的定义

以按资产项目（长期待摊费用）计算。长期待摊费用会计金额

可知，y 为税法规定不计入应税收入的收入。假定除 y 之外企

（按会计准则确定的长期待摊费用金额）为 0，长期待摊费用

业不存在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之间的任何其他差异，并设税

税法金额（按税法规定确定的长期待摊费用金额）为 20 万元，
则该业务长期待摊费用的会计金额与税法金额所形成的暂
时性差异为-20 万元（0-20）。
例 4：20×7 年 6 月 1 日，甲公司以 500 万元银行存款购买

前会计利润为 x，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则有：
应纳税所得额=税前会计利润-税法规定不计入应税收
入的收入+税法规定不允许扣除的费用=x-y+0=x-y
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x-（x-y）=y

某公司的股票，指定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7 年 12 月

会计金额-税法金额=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1）

31 日，该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560 万元，没有发生减值。

利用式（1），可以通过比较按税法规定和按会计准则计

甲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除该事项外，甲公司

算的所得税费用来确定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是

不存在会计与税收之间的任何其他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还是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式（1），如果“会

（1）20×7 年 6 月 1 日，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做会计分录：借：

计金额－税法金额”大于零，则“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500；贷：银行存款 500。此时会计

额”大于零，此时按税法规定确定的所得税费用（应纳税所得

准则和税法规定相同，则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额×25%，即当期实际缴纳的所得税）低于按会计准则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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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25%），说明当期实际缴纳的所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A 类业务中与费用项目相关的

得税较之按会计准则确定的所得税少交了，少交部分在后期

业务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时的操作方法，具体步骤

可抵扣，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反之，如果“会计金额－税法

如下：

金额”小于零，则“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小于零，此
时按税法规定确定的所得税费用高于按会计准则确定的所
得税费用，说明当期实际缴纳的所得税较之按会计准则确定

第一步，根据“暂时性差异=会计金额-税法金额”计算
费用项目的暂时性差异。
第二步，根据暂时性差异的正负判断是应当确认递延所

的所得税多交了，多交部分要在后期补交，形成递延所得税

得税资产还是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如果暂时性差异为正，

资产。

则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反之，如果暂时性差异为负，则应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A 类业务中与收入项目相关的
业务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时的操作方法，具体步骤
如下：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第三步，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金额，该金额为暂
时性差异的绝对值乘以所得税税率。

第一步，根据“暂时性差异=会计金额-税法金额”计算

例 2 属于 A 类业务中与费用项目相关的业务，由前文的
计算可知，销售费用项目形成的暂时性差异为 30 万元，金额

收入项目的暂时性差异。
第二步，根据暂时性差异的正负判断是应当确认递延所

为正，故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7.5 万元（30×25%），应记录

得税资产还是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如果暂时性差异为正，

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

则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反之，如果暂时性差异为负，则应

费用 7.5。
（二）B 类业务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第三步，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金额，该金额为暂

由于 B 类业务无法计算式（1）或式（2）中的“应纳税所得
额”和“税前会计利润”，因此，对于 B 类业务不能用式（1）或

时性差异的绝对值乘以所得税税率。
例 1 属于 A 类业务中与收入项目相关的业务，由前文的
计算可知，主营业务收入项目形成的暂时性差异为-20 万元，

式（2）的思维方式进行判断分析。
对于 B 类业务中的所有者权益项目，如果暂时性差异为

金额为负，故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5 万元（20×25%），应记

正数，即会计金额高于税法金额，说明费用抵扣得多使得本

录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

期少交了税，少交部分要在后期补交，形成“递延所得税负

费用 5。

债”。相反，如果暂时性差异为负数，即会计金额低于税法金

2. A 类业务中与费用项目相关的业务。对于某笔具体与
费用项目相关的 A 类业务，设费用项目暂时性差异=会计金
额-税法金额=y，根据费用项目会计金额与税法金额的定义
可知，y 为税法规定不允许扣除的费用。假定除 y 之外企业不
存在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之间的任何其他差异，并设税前会
计利润为 x，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则有：

额，说明抵扣得少使得本期多交了税，多交部分在后期可抵
扣，
形成
“递延所得税资产”
。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B 类业务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负债）时的操作方法，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根据“暂时性差异=会计金额-税法金额”计算
所有者权益项目的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所得额=税前会计利润-税法规定不计入应税收
入的收入+税法规定不允许扣除的费用=x+y

第二步，根据暂时性差异的正负判断是应当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还是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如果暂时性差异为正，

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x-（x+y）=-y

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反之，如果暂时性差异为负，则应确

会计金额-税法金额=-（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

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额）=应纳税所得额-税前会计利润

（2）

利用式（2），可以通过比较按税法规定和按会计准则计

第三步，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金额，该金额为暂
时性差异的绝对值乘以所得税税率。

算的所得税费用来确定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是

例 4 属于 B 类业务，由前文的计算可知，所有者权益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还是递延所得税负债。如果“会计金额-税法

（资本公积）形成的暂时性差异为 60 万元，金额为正，故应确

金额”大于零，则“应纳税所得额-税前会计利润”大于零，此

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15 万元（60×25%），应记录为：借：资本公

时当期实际缴纳的所得税较之按会计准则确定的所得税多

积——其他资本公积 15；贷：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

交了，多交部分在后期可抵扣，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反之，

四、总结

如果“会计金额-税法金额”小于零，则“应纳税所得额-税前

1. 纳税亏损对所得税的影响。税法规定纳税亏损可以在

会计利润”小于零，此时当期实际缴纳的所得税较之按会计

未来五年内抵减应纳税所得额。根据这一规定，企业未来可

准则确定的所得税少交了，少交部分要在后期补交，形成递

能会少交企业所得税，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这是一个特例，

延所得税负债。

可以直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而不必区分 A、B 类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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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性差异。

久性差异调整数）

（3）

2. 永久性差异的调整。在 A 类业务的分析中，本文假设

因为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包括永久性

除暂时性差异之外企业不存在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之间的

差异和暂时性差异，调整永久性差异后的税前会计利润（税

任何其他差异。下文举例分析企业除暂时性差异之外，还存

前会计利润±永久性差异调整数）与应纳税所得额之差即为

在永久性差异的情况。

暂时性差异，
所以式（3）的成立具有一般性。

例 5：假设某企业于 2001 年年初成立，当年实现税前会
计利润 200000 元，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当年发生了下
列与纳税有关的事项：
（1）会计上确认了 2000 元国库券利息收入，而按税法规
定该收入不交所得税。
（2）当年实际发生工资费用 150000 元，而按税法核定的
计税工资为 120000 元。

比较式（2）与式（3）可知，式（2）为式（3）在企业不存在永
久性差异（永久性差异为零）情况下的特例。
在企业存在永久性差异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式（3），通过
比较按税法规定和按会计准则计算的所得税费用来确定暂
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是递延所得税资产还是递延
所得税负债，方法与企业不存在永久性差异的情况类似。但
是，此时在按会计准则计算所得税费用时，税前会计利润应

（3）由于违法经营被罚款 3000 元。

采用调整永久性差异后的税前会计利润（税前会计利润±永

（4）年初购入的一台新设备，成本为 10000 元，预计无残

久性差异调整数）。

值，税法规定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为 5 年，会计上
也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折旧年限为 10 年。
上述事项中，前三项产生的税会差异属于永久性差异，
第四项产生的税会差异属于暂时性差异。

3. 暂时性差异转回。当暂时性差异被转回时，应做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分录的相反分录，以抵销暂时性差异
的影响。
例 5 中企业 2001 ~ 2005 年每一年的暂时性差异（会计金

首先，计算
“会计金额-税法金额”
。

额-税法金额）均为-1000 元（1000-2000），金额为负，应确认

按会计准则计算的年折旧额=10000/10=1000（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 250 元（1000×25%），应记录为：借：所得税费

按会计准则应做会计分录（假定设备由管理部门使用）：

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250；
贷：
递延所得税负债 250。

借：管理费用 1000；贷：
累计折旧 1000。
管理费用会计金额（按会计准则确定的管理费用金额）=
1000（元）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年折旧额=10000/5=2000（元）
按税法规定应记录为：借：管理费用 2000；贷：累计折旧
2000。
管理费用税法金额（按税法规定确定的管理费用金额）=
2000（元）
暂 时 性 差 异 = 会 计 金 额 - 税 法 金 额 =1000 - 2000=

企业 2006 ~ 2010 年每一年的暂时性差异均为 1000 元
（1000-0），金额为正，转回暂时性差异，抵销递延所得税负债
250 元（1000×25%），应记录为：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250；贷：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250。
4.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改进版”的优点。改进后的资产
负债表债务法概念清楚，利用数据之间的关系推导出的原理
浅显易懂。此外，还可以直接根据会计金额和税法金额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而不需要计算账面价值和计税基
础，
易于操作。

-1000（元）
其次，计算“（税前会计利润±永久性差异调整数）-应纳
税所得额”
。
税前会计利润+永久性差异调整数＝200000+［-2000+
（150000-120000）+3000］=231000（元）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200000 +［- 2000 +（150000- 120000）+
3000］+（1000-2000）=230000（元）
应纳税所得额是通过税前会计利润调整永久性差异和
暂时性差异得到的。
（税前会计利润±永久性差异调整数）-应纳税所得额=
231000-230000=1000（元）
最后，比较计算得出的“会计金额-税法金额”和“（税前
会计利润±永久性差异调整数）-应纳税所得额”，可得：
会计金额-税法金额=-［（税前会计利润±永久性差异调
整数）-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税前会计利润±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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