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分析

“羊毛出在猪身上”引发的会计核算基础思考
孔庆林（副教授），颜泽芬

【摘要】 网络经济环境中诸多“羊毛出在猪身上”的互联网分享经济案例，改变了传统收入/成本配比计量模式，对建
立在传统工业经济环境中的企业财务会计权责发生制收益计量模型提出了挑战，对企业财务会计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提
出了挑战。通过对
“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案例分析可知，
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需要对权责发生制进行改进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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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事里的会计事儿
（一）
“羊毛出在猪身上”
的故事
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中，
“ 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故事有很
多，其中一个经典的销售案例如下：
一个由总裁、设计总监、销售总监和会计四个人组成的
A 公司，销售一种品牌为“梦露”的女式睡衣，有吊带和齐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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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全国上亿用户安装了 360 软件，这样 360 软件公司就
拥有了巨大的客流量，360 软件公司把这些客流量的广告费
卖给京东或者当当等客户，通过广告等途径实现收益。
“羊毛
出在猪身上”的典型还包括淘宝 C2C 平台、百度搜索、社交软
件 QQ 等。
“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商业模式如图所示：

两种款式，颜色有橙色和紫色两种，该睡衣在百货商场的市
场售价为 188 元/件。A 公司为了推广该品牌睡衣，创新了该
品牌睡衣的营销商业模式，采用“免费送”的方式。该品牌睡

通过免费积累
大量基础客户

平台公司

衣，在 A 公司的网站提交申请后，每个消费者可以免费获赠
一件女式睡衣（颜色和款式自选）。消费者在收到快递公司的
包裹验收该品牌的睡衣后，仅需向 A 公司支付 23 元的快递费
用。A 公司营销策划还宣称，如果消费者觉得很好，就请消费

出在

羊毛（成本）

1.向高价值用户收费
2.出售海量数据给第三方
3.其他……
猪身上（收入）

“羊毛出在猪身上”平台公司商业模式示意图

者帮忙做口碑宣传。这意味着消费者的风险几乎为零。A 公

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司第一阶段计划送 1000 万件。A 公司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的

出：
“要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发展物流快递……制定‘互

中小型服装厂加工制作该批睡衣，因为数量巨大，每件睡衣

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的采购成本低至 8 元，快递公司每件睡衣的快递费用为 5 元。

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

A 公司在 157 家网站为这款睡衣免费送的优惠活动进行广告

金融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未来我国互联网经济将获得

宣传，A 公司与 157 家网站达成协议，只要消费者在某家网站

长足发展，
“ 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商业模式将得到普遍应用。

提交申请，送出去一件睡衣，就给这家网站 3 元。在 157 家网

本研究关注互联网商业模式下的会计问题，尤其是有关会计

站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下、消费者在好奇心驱使下预定了睡

理论问题，
以期指导互联网经济环境中会计实务的发展。

衣，收到包裹后因该睡衣质量较好，与该品牌女式睡衣在百
货商场的零售价格高达 165 元（188-23）的金额差异，让消费
者觉得划算，愉快支付了 23 元费用，并在有关网站、论坛等点

（二）对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基础的挑战
我们将 A 公司每件睡衣销售所涉及的现金流入和现金
流出列示如下表：

赞，睡衣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较高的销售点击转载量，1000
万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销售完毕。
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中，尤其是在迅速发展的“互联网+”
经济环境中，互联网企业创新了很多基于互联网的免费商业
模式，例如 360 软件公司发布的 360 软件是免费供用户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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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睡衣成本收益表

现金流入（收入）

现金流出（成本费用）

净现金流（收益）

睡衣成本 8 元
客户支付 23 元快 快递费用 5 元
合计
递费
网站广告费用 3 元 16 元

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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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九条指出：
“ 企业

模式利用信息技术平台优势，大大降低了交易主体之间的信

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权责

息不对称，运用长尾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和递减边际成本理

发生制，也称为应收应付制或应计制，是指收入、费用的确认

论，降低了交易环节的费用，具有十分广阔的未来发展空间

应当以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发生作为确认标准，合理确认当期

和潜力。

损益的一种会计核算基础。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基础要求，

三、网络经济时代传统的会计核算基础必然受到冲击

当期已实现的收入和已发生或应负担的费用，无论款项是否

当今社会，世界经济逐步从后工业社会时代过渡到网络

收到或者支付，都应当作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计入当期损

经济时代，我们俗称为“e 时代”。在 e 时代，网络发展迅速，
“互

益。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基础延伸出“收入与费用”配比会计

联网+”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未来我们将更加依赖网络，采

惯例。

用互联网这种分享模式进行生产经营的公司也将越来越多。

上页表中，A 公司提供的商品是免费睡衣，而实现的收

根据艾瑞咨询公司 2016 年 5 月 1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网

入不是睡衣的销售收入，而是客户支付的快递费用，成本费

络经济营收规模 2015 年为 11218.7 亿元，年增长超 45%，占同

用包括睡衣成本、快递费用和网站广告费用等，两者不存在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7%。该公司预计，到 2018 年网络经济年

必然的因果关系与时间配比。从上页的“羊毛出在猪身上”平

收入规模将达到 27097.6 亿元。而网络经济环境中的互联网

台公司商业模式示意图中可以看出，平台公司的成本费用主

营销离不开网络宣传，离不开广告，那么这种互联网营销模

要是通过客户免费模式积累大量基础客户，而它的收入则来

式就总会存在“羊毛出在猪身上”的现象，也就会存在不符合

源于向高价值客户收费或者出售海量数据等收费或者广告

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的情况，传统的权责发生制逐渐显现出

收费。在积累大量基础客户时期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俗称

它的弊端，不能适应 e 经济环境。这是我们在会计实务层面观

“烧钱”
），而平台公司获得收入一定是在积累了大量基础客

察到的客观会计现象。

户之后，且收入一般不是来自平台公司免费的客户，即无论

从会计理论角度看，网络经济环境中的经营活动面临巨

在因果配比还是时间配比方面，均对传统权责发生制核算基

大的风险，其经营活动具有短暂性，其人力资本、经济资源流

础提出了挑战。

动速度很快，网络资源会为了一个特定目标，在短期内以众

二、
“羊毛出在猪身上”的经济实质：分享经济

筹等方式形成一个经济实体，在项目完成后随即解散，该种

“羊毛出在猪身上”的经济实质有人认为是“互联网思

分享经济模式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减少信息不对称，利用互联

维”
（詹国枢，2015），或“羊毛出在猪身上”是“互联网思维”的

网平台降低双方成本，导致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假设失去了

真谛（萧惑之，2015）。他们提出的“互联网思维”是一个目前

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是权责发生制

正被广泛讨论的概念，但笔者认为以上说法均没有指出它的

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网络经济环境下，会计核算基础权

经济实质的内涵。

责发生制存在的理论基础受到了冲击。

也有人认为，
“‘羊毛出在猪身上’是一种全新的营销理
念和方式”
（黄明朗，2015），或者是“互联网盈利模式”
（吴松

四、网络经济时代下会计核算基础的变革
网络经济环境下大量“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分享经济商

航，2014），或者是“数据和网络等资源的价值”
（黄晓红等，

业模式需要我国广大会计理论工作者重新思考：会计理论研

2016）。笔者认为这类观点仅仅只是看到了“羊毛出在猪身

究如何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有中国特色

上”的表象，并非经济实质，
“羊毛出在猪身上”的经济实质是

的会计理论创新，以解决实际问题。财政部在《会计改革与发

分享经济。

展‘十三五’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九）繁荣

分享经济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兹曼在 20 世纪 80 年

会计理论研究”中指出，
“ 坚持理论创新和理论联系实际，指

代正式提出的，目前已经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的主流思想。

导会计理论工作者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会计中心

目前分享经济主要有：基于网络平台的商品再分配模式，分

工作实际，深入开展会计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
《规划

享技术、时间、劳务等非有形资产的协同生活方式模式，分享

纲要》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在十三五期间指明了方向，即我

高价值固定资产的产品服务模式和基于社交网络平台的分

国会计理论研究要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以我国经济社会发

享经济模式（张传洲，2016）。本文认为，
“羊毛出在猪身上”属

展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会

于第一种模式，即基于网络平台的商品再分配模式。从上页

计解决方案。

图中可以看出，交易主体的标的（女式睡衣，下文将该类型标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分享经济商业模式，对基于传统工业

的物统称“羊毛”
）和实现途径（平台公司向商家购买羊毛，免

经济商业模式的会计核算基础提出了挑战，让我们开始思考

费赠予基础客户），本质上符合经典经济学的商品交易或交

会计核算基础的变革问题，以适应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这

换行为，可以认为是社会生产环节中交换环节的延伸，或者

就需要理论研究者重视并提出方案。我们认为有以下会计核

是基于网络平台的商品再分配。
“羊毛出在猪身上”分享经济

算基础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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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繁为简，
采用混合会计核算基础模式

目进行清算；对于某个或某组合作项目的经营时间大于一年

我国目前关于会计核算基础的规定如下：
《事业单位会

的，会计主体可以对该项目按年进行清算，最后一次清算时

计准则》第九条规定：
“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

间可以为待项目完成时立即对项目进行清算，或者按照该项

制；部分经济业务或者事项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的，由财政

目的各个阶段的完成时间进行清算，即每个阶段完成之后进

部在会计制度中具体规定。”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行一次清算。

本准则》第九条规定：
“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

目前我国的分享经济还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分享经济

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将于 2017 年执行的《政府会计准则

在理论上实现了经济学理论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但由于分

——基本准则》第三条规定：
“ 预算会计实行收付实现制，国

享经济发展时间短，在宏观层面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进行有

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财务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

力规制。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平台、支付平台

即对经营活动采用权责发生制为约定俗成的规定。国际会计

等有关契约的保护措施、运行机制、自律监管机制等都没有

准则理事会发布的《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有这样的叙述：

充分发挥作用，在此环境下的分享经济模式对财务会计的全

“为了达到其目的，财务报表根据会计上的权责发生制编

方位影响，
尚待观察与探讨。

制。”根据权责发生制编制的财务报表提供“在经济决策中对
使用者最为有用的关于过去发生的交易和其他事项的信
息。”换言之，在会计信息使用的经济决策中，采用权责发生
制核算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基于收入与成本费用配比计量模
式的。
根据前文的分析，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建立在传统工业
经济模式下的收入与成本费用配比计量模式受到了冲击，本
文认为，针对新经济环境，可以采用化繁为简的方法，对“羊
毛出在猪身上”的新商业模式，可以采用收付实现制会计核
算基础。至于由此引发的税收问题，应由税务主管机构根据
变化了的经济环境进行规定。
（二）另起炉灶，
新设“项目清算制”会计核算基础模式
针对网络经济环境下大量“羊毛出在猪身上”的现象，以
“众筹”等方式募集资金，以完成特定项目为目标的新商业模
式，我们也可以增加一种会计核算基础——项目清算制。
所谓项目清算制，即对于网络化经济环境中的会计主体
在完成某个或某种合作项目期间内发生的交易事项，凡是符
合收入确认标准并且属于本项目或合作项目的收入则确认
本项目或合作项目的收入，凡是符合费用确认标准并且属于
本项目或合作项目的费用则确认为本项目或合作项目的费
用。在项目清算制会计核算基础模式下，划分收入和成本费
用的界限是“项目”，这与传统的收付实现制或权责发生制有
所不同，在这种会计核算基础下：收入减去费用则为某个或
者某组合作项目的损益。对于某个或某组合作项目的经营时
间小于一年的，当项目完成时，会计主体就需要立即对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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