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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售价金额核算法下零售企业对用友U8的应用

【摘要】零售企业因其业务特点多采用售金额核算法进行存货核算，售价金额核算法下的业务处理与进价核算法下

的业务处理存在较大差别，尤其是已销商品进销差价的计算和销售成本的结转。为了让零售企业更好地使用用友U8进行

存货核算，有必要从账套初始化、销售成本结转、销售收入的价税分离等方面对其电算化应用进行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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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鲜活商品和大件、贵重物品之外，零售企业对存货的

核算多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对库存商品只反映售价金额不

反映实物数量，售价与进价的差额通过“商品进销差价”科目

核算，期末通过分摊已售商品的进销差价来调整销售成本。

由于库存商品核算方法的不同，零售企业从账套设置、会计

科目设置到业务处理等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要求，与工业企业

和其他商品流通企业存在很大差别。本文在用友U8的基础

上，针对售价金额核算法下零售企业的电算化应用提供一个

基础模板。

一、业务处理前的账套初始化工作

1. 账套的建立。建立账套时企业类型选择“商业”，由于

零售业客户多为个人，“基础信息”的客户项目可以不进行分

类，存货和供应商根据企业自身需要选择是否分类。

2. 启用系统的选择。零售企业的商品流转具有交易次数

频繁、金额零星的特点，一般不需要为每笔业务填制销售凭

证，售价金额核算法下也不需要反映库存商品数量。如果启

用供应链模块中的采购、销售、库存、存货等子系统，需要按

照每种商品的品名、规格设置明细账，对每笔采购、销售业务

进行出入库登记，反而会导致业务处理复杂化，增加财务人

员的工作负担，不适应零售企业的业务特点。因此建议供应

链模块不予启用，通过总账完成业务处理。

3. 会计科目的设置。零售企业只从事商品购销，不从事

产品生产，不需要进行成本核算，对于系统自动生成的成本

类会计科目，可以将其封存。为了实现期末销售成本的自动

结转，“库存商品”、“商品进销差价”、“主营业务收入”和“主

营业务成本”四个科目要求设置相同的明细科目，且“库存商

品”、“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必须进行数量核算，

数量核算的计量单位要一一对应。可以在设置好“库存商品”

的明细科目后，通过会计科目的“成批复制”功能将“库存商

品”所有下级科目复制到其他三个科目的下级，其中“主营业

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还要针对“数量核算”进行复制。

4. 期初余额的录入。会计科目表中“商品进销差价”科目

的余额在“借方”，而作为“库存商品”的调整抵减账户，其余

额一般都在贷方，因此录入期初余额时如果余额在贷方，应

该加上负号。除此之外，也可以将“商品进销差价”科目的余

额方向修改为“贷方”，录入期初余额时不需要再加负号。

二、用友U8环境下零售企业主要业务内容及处理方法

1. 采购环节。售价金额核算法下，库存商品按照售价进

行核算，这里的售价理论上讲应该是商品的销售价格，但是

和其他商品流通企业相比，零售企业的销售对象主要是个人

消费者，除了贵重物品外很少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采

购入库时其商品销售价格一般为含税零售价，由销售价格和

销项税额两部分组成。

2. 销售环节。零售企业的销售环节分为日常零售业务和

期末事项。

日常零售业务涉及收入的确认和销售成本的结转。一般

情况下，零售企业库存商品的售价包含了增值税销项税额，

在确认收入时“主营业务收入”账户反映的是含税收入；销售

成本可以在每日营业终了时结转，也可以在月末一次性结

转，两种方法的具体操作不同，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记述。

期末事项主要是指销售收入的价税分离和商品进项差

价的分摊。售价金额核算法下，平时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和“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并不能反映企业真正的收入和成本，

按历史成本进行存货的发出计量，需要准确反映期末库存商

品的真实价值和企业经营成果，企业每月月末应该对销售收

入进行价税分离，计算已销商品应该分摊的进销差价，以调

整企业的销售收入和成本。

零售企业主要业务内容及处理方法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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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处理案例分析

锦荣服装商贸公司是一家以零售服装为主的企业，为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 17%。公司将库存商品分为女

装、男装和童装三个类别分别设置明细账，采用售价金额核

算法。2016年1月份库存商品期初和购销情况见表2。

1. 销售成本的结转和商品进销差价分摊。销售成本的结

转分为两种情况：每日营业终了结转和月末一次性结转。总

账系统中，销售成本的结转方式不同，商品进销差价的分摊

设置就不同。

（1）每日营业终了结转成本，月末调整商品进销差价。对

于每日营业终了结转销售成本的企业，每天都要通过“总账

——凭证——填制凭证”界面手动填制成本结转凭证，月末

不需要再结转成本，但是要计算当月已销商品应分摊的商品

进销差价，调整销售成本。用友U8提供了自动计算并分摊商

品进销差价的功能。

在“总账——期末——转账定义”中的“售价销售成本结

转”界面，按图1设置各参数。其中：月末结转方法选择“月末

调整成本”，差异率的计算根据企业需要来选择。本案例中采

用个别差异率，差异率的计算公式设置非常关键，手工核算

时公式如下：

差异率=“商品进销差价”科目期末余额/（期初存货商品

售价+本期购入商品售价）×100%

U8总账系统差异率公式中，分子分母各项目有期初余

额、期末余额、本期借方、本期贷方、本期净额五个选项，分子

和分母分别对应“商品进销差价”和“库存商品”科目。根据

差异率计算公式，分子设置为“差异科目期末余额+空”或“差

异科目期初余额+差异科目本期净额”，分母设置为“库存科

目期初余额+本期借方”或“库存科目期末余额+本期贷方”，

转账生成“售价销售成本试算表”和凭证，将“主营业务成本”

科目发生额由贷方修改为借方红字，见图2、图3。

（2）月末一次性结转。月末一次性结转是指平时不结转

销售成本，月末根据当月销售额结转销售成本，同时根据差

价率结转进销差价。月末结转与每日结转销售成本的处理相

比有两点不同：一是“售价销售成本结转”界面月末结转方法

选择“月末结转成本”；二是差异率公式中分母的设置，由于

销售成本平时不结转，“库存商品”账户没有贷方发生额，因

此，“库存商品期初余额+借方发生额”除了用“库存科目期初

余额+本期借方”和“库存科目期末余额+本期贷方”两个公

式表达，也可以用“库存科目期末余额+空”来取数，三个公式

计算结果相同。转账生成“售价销售成本试算表”和销售成本

结转凭证见图4、图5。

比较图 2和图 4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和参数设置虽然不

同，但最终差异率和差异额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图3是对已

结转销售成本的调整，图5直接按照实际销售成本进行结转，

最终销售成本的结转金额相同。从以上分析可看出，第二种

方法在确认收入时不用每日按售价结转销售成本，操作更简

单，但第一种方法更能反映商品的实存金额，明确实物负责

人的经济责任。

业务类型

购进商品（假设已入库）

零售业务,每日营业终了，根据
当天销售清单确认收入，解缴
当日现金

结转销售成本，每日营业终了
结转/月底一次性结转

已销商品进销差价的计算与销
售成本的调整

销项税额的计算与销售收入的
调整

会计分录

借：库存商品 （含税售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进价+进项税额）

商品进销差价（含税售价-不含税进价）

（1）确认销售收入 （2）每日现金解缴
借：库存现金 借：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贷：库存现金
（含税售价）

借：主营业务成本（含税售价）
贷：库存商品

借：商品进销差价
贷：主营业务成本

借：主营业务收入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处理方法

总账——填制凭证

（1）总账——填制凭证
（2）自动转账——售价销售成本结转

自动转账——售价销售成本结转

期末——自定义转账

品名

女装

男装

童装

库存商品（元）

数量（件）

商品进销差价

库存商品（元）

数量（件）

商品进销差价

库存商品（元）

数量（件）

商品进销差价

期初余额

90000.00

450

8550.00

75000.00

500

7450.00

85000.00

500

9000.00

本期购入

140000.00

700

39200.00

120000.00

750

32000.00

131250.00

750

42000.00

本期销售

117000.00

500

175500.00

1000

171054

850

本期余额

113000.00

650

47750.00

19500.00

250

39450.00

45196.00

400

51000.00

表 1 零售企业主要业务及处理方法

表 2 2016年1月库存及购销情况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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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销售收入的价税分离。实行售价金额核算法的零售企

业，平时按照已收商品的含税价格确认商品销售收入，月末

需要分解全月含税收入，将其中的销项税额转入“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进行销售收入的价税分

离。该业务每月都会发生，并且分录对应的会计科目和发生

额的计算方法是确定的，因此可以通过“总账——期末”中的

“自定义转账”功能进行处理，借方科目为“主营业务收入”的

三个明细科目，贷方科目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前提是当月与“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相关的凭证均已

记账。转账定义见图6。

图 1 售价销售成本结转设置

图 2 售价销售成本试算表

图 3 销售成本调整凭证

图 4 售价销售成本试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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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务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1）总账的自动转账功能结转的数据来源于账簿，因此

在转账生成凭证前，与“库存商品”、“主营业务收入”、“主营

业务成本”和“商品进销差价”科目相关的凭证必须先记账，

否则账表取数不正确。

（2）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项目取

数取的分别是对应科目当月的贷方和借方发生额，因此上述

主营业务成本的调整和主营业务收入的价税分离凭证中，应

该把“主营业务成本”发生额修改为借方红字，“主营业务收

入”的发生额修改为贷方红字，否则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收

入”和“主营业务成本”项目的金额均为396200，“主营业务利

润”为0，不能反映真实的收入和成本。

（3）“售价销售成本结转”功能中，应分摊的商品进销差

价默认的计算公式为分摊前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

发生额×差异率，此处的“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指

的是含税售价，而价税分离后“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

额不再包含增值税，计算出来的本月已销商品进销差价自然

是错误的，因此应该先结转销售成本再进行主营业务收入的

价税分离，确保已销商品进销差价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四、用友U8售价销售成本结转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在用友U8总账系统中实行售价核算法的企业如果有分

期收款或受托代销商品业务，差异率公式需要根据业务内容

调整如下：

差异率=期末分摊前“商品进销差价”科目余额÷（“库存

商品”科目期末余额+“委托代销商品”科目期末余额+“发出

商品”科目期末余额+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

额）×100%

式中“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并不等于“库存商

品”的贷方发生额，而在图1的售价销售成本结转设置中，“库

存商品”科目只能选择一个，差异率的分母也不能选择科目

和项目的个数，这种情况下无法正确设置公式。针对这个问

题，建议软件开发人员修改此处的操作设置，使“库存商品”

科目栏可以选择多个科目，分母按照科目和项目分开选择，

例如分母加号左边的科目同时选择“库存商品”、“委托代销

商品”和“发出商品”三个科目，项目选择“期末余额”，加号右

边的科目选择“主营业务收入”，项目选择“本期贷方”。

五、结语

综上所述，零售企业一般适用售价金额核算法，在用友

U8中进行业务处理时，不需要启用供应链系统，结合自身业

务特色设置账套、会计科目，通过总账系统简化交易频繁的

销售业务处理，运用自定义转账设置和售价销售成本结转功

能调整“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就能计算出实际

的销售收入和成本，完成零售企业在U8中的业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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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销售收入价税分离转账定义

图 5 销售成本结转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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