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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会计三维视角的逻辑一致性及实务流程

【摘要】一般情况下，税法不影响会计准则对所得税费用的核算，但在特殊情况下，税法规定使得涉税交易或事项导

致的纳税调整存在而暂时性差异不存在，或虽存在暂时性差异但不做进一步调整，此时税法会影响会计准则下所得税费

用的核算。本文从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税法特殊规定的三维视角出发，构建了所得税会计整体思考框架，并深入讨论了

所得税核算过程中的逻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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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杂不清、支离破碎的所得税核算线索给资产负债表债

务法的理论学习和实务操作造成困扰。为此，本文拟从利润

表、资产负债表、税法特殊规定的三维视角构造所得税会计

核算框架并讨论其要点，进而探讨所得税会计中的逻辑一致

性与实务的可操作化步骤。

一、所得税会计的核算框架

会计要素的内在逻辑与勾稽关系表明，综合考虑会计六

要素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得税核算不能割裂利润表、资产

负债表和税法特殊规定的三维视角。利润表视角以应纳税所

得额为核心；资产负债表视角以暂时性差异的产生、演化为

核心；而税法的特殊规定亦会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暂时性差

异及递延所得税项目。各维度均可推论递延所得税费用（收

益）的变化，且各维度的涉税推论应当从整合的视角考察是

否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如图 1所示的所得税会计整体思

考框架。

图 1 所得税会计整体思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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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得税核算的三维视角

（一）利润表视角

1. 将会计利润调整为应纳税所得额。针对损益类项目应

纳税所得额的调整规则如下表所示，其中“√”表示确认，“×”

表示不确认。

2. 当期会计视角所得税费用。当期会计视角所得税费用

（会计准则认可的所得税费用）Ai=会计利润（无需纳税调

整）×所得税税率+调整项。一般情况下，纳税不影响会计，调

整项为零。但在特殊情况下，纳税影响会计，调整项等于暂时

性差异为零，或虽不为零，但不确认递延所得税项目时，税法

强制性调整应纳所得税额。如无形资产加计摊销，会计核算

实质上永久减少了所得税费用。

3. 利润表视角推论递延所得税费用增量。根据当期会计

视角所得税费用Ai与当期税法视角所得税费用Ti的差额，可

推论：递延所得税费用增量=Ai-Ti，若Ai-Ti>0，“所得税费

用”项目金额在借方；若Ai-Ti<0，“所得税费用”项目金额在

贷方；若Ai-Ti=0，不影响“所得税费用”项目。

（二）资产负债表视角

1. 计税基础。

（1）资产的计税基础。资产计税基础的实质是某资产的

价值在未来各期将转移到损益类项目，被税法允许税前扣除

的总金额。如固定资产的价值在未来期间通过折旧逐步转移

到管理费用等允许在税前扣除。另一直观的理解为：税法规

定某资产在拟讨论时点应有的账面价值，区别于会计准则所

确定的账面价值。资产计税基础一般以历史成本为依据，税

法通常有规定预计净残值、折旧年限、折旧方法等，且不认可

资产减值和公允价值变动的中间过程（处置时认可）。

（2）负债的计税基础。负债计税基础的实质是其会计账

面价值与该负债在未来各期将转移到损益类项目，被税法允

许税前扣除的总金额之间的差额。例如：某企业预计了 10万

元的产品质保费用，会计处理时借记“销售费用”科目，贷记

“预计负债”科目，税法允许该笔费用在实际发生时扣除。预

计负债的计税基础等于其账面价值 10万元减去将来实际发

生时可税前扣除金额10万元，故为零。

一般情况下，资产及负债的计税基础可统一表达为：税

法规定某时点资产（或负债）应有的账面价值。在质保费导致

的“预计负债”项目中，税法不认可其当前价值（只允许未来

实际发生时再据实确定），则其当前计税基础为零。

2. 暂时性差异的实质与分类。暂时性差异的实质内涵是

资产或负债在未来各期通过结转损益类科目而导致的会计

与税法应纳税所得总额一致但时间上不一致，从而使得实际

纳税时，现在多交税将来少交税，或现在少交税将来多交税。

图 1刻画了应纳税与可抵扣、资产与负债的暂时性差异

类型判别规则及其互斥关系。此外，这一分类规则成立的原

因可利用后文的逻辑一致性进行分析。

3. 暂时性差异演化路径。如果暂时性差异不满足实质的

要求，其不能导致现在多交税将来少交税，或现在少交税将

来多交税，则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即为零）。如果

暂时性差异满足实质的要求，将其乘以所得税税率即可确认

属于非流动性资产（负债）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形成递

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资产或负债的对向科目的性质，决定

了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倒挤时的对向科目。按照前后一致

的原则，若资产M的对向科目是损益类科目，则资产M引发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倒挤的对向科目是“所得税费用”；

若资产M的对向科目是“其他综合收益”（或“资本公积”、“商

誉”），则资产M引发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对向科目是

“其他综合收益”（或“资本公积”、“商誉”）。

（三）税法特殊规定视角

税法特殊规定为：①需纳税调整且暂时性差异不存在，

或虽存在但不做进一步转换，如无形资产加计摊销等。②需

纳税调整并依据税法条文直接认定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

项目。如广告费，借记“销售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

目，针对借方超限的销售费用，需做纳税调整并可推论利润

表视角的递延所得税费用，暂时性差异和递延所得税项目不

经“银行存款”科目贷方金额计算获得，而由税法条款直接认

定。其他常见特殊条款如：当年亏损可用此后五年的税前利

润补亏；职工教育经费的限额扣除，超额部分可结转至以后

年度税前扣除等。

三、各视角涉税推论的逻辑一致性及分录合并分析

1. 三维视角的逻辑一致性。对于考察期 i的某一涉税交

易或事项，本文定义以下事件：

事件Ei：会计利润调整为应纳税所得额，则Ei=0表示零

调整（调整金额=0），Ei=1表示非零调整（调整金额≠0）。

事件 Fi：暂时性差异转换为递延所得税项目，则 Fi=0表

示零转换（不转换或暂时性差异=0），Fi=1表示非零转换（转

换且暂时性差异≠0）。

事件Gi：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倒挤的对向科目类

型，则Gi=0表示非所得税费用（其他综合收益等），Gi=1表示

所得税费用。

根据暂时性差异演化路径，（Ei，Gi）=（0，0）或（1，1）。

从暂时性差异的内涵及税收征管目的“逻辑”出发，不同

维度逻辑一致性可描述为：

（1）当Ei=0，Fi=1，Gi=0时，Ai-Ti=0，Wi≠0，Ai-Ti=Zi=0。

损益类型

收入类

成本
费用类

会计

×

√
√
×

税法

√
×

×

√

举 例

会计准则不确认收入但
税法要求确认

税法对国债利息收入免税

行政罚款不免税

无形资产加计摊销

调整方向

调增

调减

调增

调减

纳税调整规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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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不影响会计，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对所得税的影响均为

零，具有逻辑一致性，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当Ei=1，Fi=1，Gi=1时，Ai-Ti≠0，Wi=0，Ai-Ti=Zi≠0。

纳税不影响会计，若基于利润表视角会多交税，则从资产负

债表视角就能得到递延所得税费用等额减少的结论，反之亦

然。在税法特殊规定视角下，税法直接认定暂时性差异与递

延所得税项目时，本条仍然成立。因暂时性差异具有实质内

涵，各维度涉税推论符合税法的逻辑。

（3）当Ei=1，Fi=0，Gi=1时，Ai-Ti=0；Wi=0；Ai-Ti=Zi=0。

纳税影响会计，此处的Ai有调节项。这类情况发生的原因为

税法条文旨在鼓励企业创新、投资（无形资产加计摊销、国债

利息免税等）或惩罚其不当行为（污染环境罚款不得税前扣

除），现在少（多）交税将来不补（少）交，暂时性差异不具有实

质内涵。

综上，无论纳税是否会影响会计，各维度对递延所得税

费用的推论均满足暂时性差异内涵和税法征收目的的逻辑

一致性。多项涉税交易或事项分析是上述单一涉税交易或事

项分析的简单叠加。

2. 三维视角涉税分录合并分析。假定综合考虑多项涉税

交易或事项，将图1中的两笔分录进行合并，可得到如图2所

示的整合视角的合并分录。

根据前文所述的逻辑一致性，Ai-Ti=Zi，结合图 2，借方

“所得税费用”科目的金额为Ti+Zi=Ti+Ai-Ti=Ai，贷方“应交

税费——应交所得税”科目的金额Ti为来自税法视角的所得

税金额，双方在当期的不一致正是通过递延所得税项目净额

（Yi-Xi）扣除其对非所得税的影响值Wi进行调节的。该合并

分录还表明：会计准则和税法是两套独立并行的系统，一般

情况下纳税不影响会计，当且仅当某交易或事项导致纳税调

整但暂时性差异不存在或虽存在但不做进一步转换时，纳税

影响会计准则对所得税的核算。

四、所得税会计实务分析

所得税抵扣完整实现的前提是：对于涉税的未来 1 ~ t

期，Σ应纳税所得额≥Σ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Σ应纳税额≥Σ
可抵扣金额。否则，以实际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进行所

得税抵扣。如：某企业 2014年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 5万元，

2015年盈利 10万元（无纳税调整）时需缴纳的 2.5万元所得

税可完全抵扣；若2016年企业破产，则尚有2.5万元递延所得

税资产无法抵扣。

根据图1 的所得税核算框架，列出所得税实务分析的具

体操作步骤：①汇算前，按会计准则处理各交易或事项，将每

一分录中的科目归为利润表或资产负债表项目；②逐一判断

各损益类项目是否会导致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推论递延所

得税费用变动情况；③逐一比较各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

计税基础，分析暂时性差异的类型、数量及递延所得税资产

（负债）形成情况；④结合税法特殊规定，根据逻辑一致性审

查②和③所得结果，判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适当性。

1. 案例描述。

例：甲公司2015年度实现销售收入5000万元，会计利润

总额为500万元，适用25%的所得税税率，假定未来涉税期间

所得税税率稳定、抵扣可完整实现，且递延所得税项目无期

初余额。该公司2015年发生的典型交易和事项摘录如下：

（1）2014年12月31日取得一项原始成本为400万元的生

产线，会计与税法均规定：其使用年限为8年，预计净残值为

40万元，但会计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税法则规定采用

直线法计提折旧。

（2）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年初投入使用，原值1000万元，

10年摊销完，税法允许加计50%摊销。

（3）2015年1月1日购入105万元某股票作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当年年底其市值上涨20万元。

（4）以不含税价80万元销售一批成本为60万元的商品，

按 17%的税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款项已收存银行。该销

售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收入确认条件，但税法规定其纳税义务

已发生。

（5）2015年年末计提了40万元的存货跌价准备。

（6）实际发生并支付广告费950万元。

（7）因污染环境，预计罚款为100万元。

2. 案例解析。下列会计分录中（金额单位：万元），若会计

与税法认可的金额不一致，则税法认可金额标注在括号内，

否则不标注。

（1）事项（1）中会计折旧额应调整为税法规定的折旧额。

借：管理费用 80（45）

贷：累计折旧 80（45）

基于利润表视角，事项（1）会导致调整会计利润35万元，

即实际多交 8.75万元的所得税，推论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

8.75万元。基于资产负债表视角，该生产线的账面价值为320

万元，计税基础为355万元，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35万元，形

成递延所得税资产8.75万元，各视角分析结果一致。

（2）事项（2）中会计摊销额应调整为税法规定的摊销额。

借：管理费用 100（150）

贷：累计摊销 100（150）

当期会计视角的所得税费用Ai

借：所得税费用Ti+Zi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量，或贷）Xi
其他综合收益、商誉等（增量，或贷）Wi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量，或借）Yi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Ti

当期递延所得税项

目净增量Yi-Xi-Wi

当期税法视角的所得税费用Yi-Xi-Wi

图 2 整合视角涉税分录合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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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润表视角，事项（2）会导致会计利润调减50万元，

实际少交12.5万元所得税。税法规定的加计扣除政策旨在给

予企业税收优惠以鼓励其自主创新，少交的税额将来不补

交，暂时性差异不确认递延所得税项目。

（3）对于事项（3），只有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税法

才认可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05

贷：银行存款 105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0（0）

贷：其他综合收益 20（0）

根据前文所述的暂时性差异演化路径，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导致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20万元及递延所

得税负债5万元的账务处理为：

借：其他综合收益 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5

（4）对于事项（1），会计暂不确认收入而税法要求确认。

借：发出商品（主营业务成本） 60

贷：库存商品 60

借：银行存款 93.6

贷：预收账款（主营业务收入） 8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6

基于利润表视角，税法要求确认收入80万元并结转成本

60万元，导致会计利润调增 20万元，实际多交 5万元的所得

税，推论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5万元。

基于资产负债表视角，该交易不影响存货账面价值，税

法规定的存货计税基础因结转成本减少了60万元。存货账面

价值与计税基础的不同导致应纳税暂时性差异60万元，形成

递延所得税负债15万元。预收账款账面价值80万元，计税基

础为零，可抵扣暂时性差异80万元，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20

万元。递延所得税项目净额减少5万元，与基于利润表视角的

推论一致。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5

所得税费用 5

（5）对于事项（5），只有在处置存货时，税法才认可其实

际减值。

借：资产减值损失 40

贷：存货跌价准备 40

基于利润表视角，事项（5）导致会计利润调增40万元，实

际多交10万元的所得税，推论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10万元。

基于资产负债表视角，设存货初始入账价值为P，则其账面价

值为（P-40），计税基础为其历史成本P，形成的 40万元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转化为 10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可冲减所得税

费用。

（6）对于事项（6），税法规定当期销售收入 15%范围内的

广告费可税前扣除，当期未能扣除部分转到后期税前扣除。

借：销售费用 950（750）

贷：银行存款 950（750）

基于利润表视角，事项（6）导致会计利润调增 200万元，

实际多交50万元所得税，推论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50万元。

尽管从分录贷方的“银行存款”科目计算的暂时性差异为零，

但因尚未扣除的 200万元销售费用可在明年税前扣除，当期

多交的所得税视同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50万元。

（7）对于事项（7），违反环保法导致的罚款 100万元不能

税前扣除。否则污染环境导致的罚款有节税效应。

借：营业外支出 100（0）

贷：预计负债 100（0）

事项（7）导致会计利润调增 100万元，实际多交 25万元

所得税，不存在将来抵扣的问题，所以暂时性差异为零。

（8）综合分析。综合考虑对事项（1）~（7）分析，将各视角

的涉税分录合并可得：

借：所得税费用 13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88.75

其他综合收益 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0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11.25

根据三维视角的涉税合并分录分析，因为事项（2）、（7）

导致纳税调整且暂时性差异不存在或虽存在但不做进一步

转换，Ai=会计利润（无需纳税调整）×所得税率+调整项=

500×25%-12.5+25=137.5（万元）。

五、结论

基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所得税核算应整合利润表、资

产负债表和税法特殊规定的三维视角。各维度不仅可推论递

延所得税费用的变动情况，而且各维度涉税推论在整合视角

上具有逻辑一致性。当税法规定使得涉税交易或事项导致的

纳税调整存在而暂时性差异不存在或虽存在但不做进一步

转换时，税法即改变了根据会计准则核算的所得税费用。本

文的案例分析证明了从财务会计到所得税会计的实务流程

既要遵从上述的框架和逻辑一致性，又要兼顾实际操作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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